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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美丽富阳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昨日上
午，富阳召开2018年经济工作思路
调研座谈会。区委书记朱党其强
调，明年是富阳发展最为艰难且最
为关键的一年，各级各部门要科学
谋划、奋力作为、加快转型，努力实
现“蹲下去跳起来”的目标。区领
导吴玉凤、丁永刚、张霖、孙柏平、
裘富水、杨俊、孙晓明参加座谈会。

朱党其说，2017年是富阳转型
起步之年，一方面我们明确了未来
产业发展方向、加快了落后产能淘
汰步伐，产业业态转型取得初步成
效，另一方面受产业结构调整等因
素影响，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
部分经济指标受到较大影响。2018
年将是富阳发展最为艰难且最为
关键的一年，与先进城区相比，富
阳发展环境差距明显、竞争优势并
不突出，使得富阳经济发展压力进

一步加大。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
定力、坚定目标，科学谋划、奋力作
为、加快转型，努力实现“蹲下去跳
起来”的目标。

朱党其指出，要提升发展理
念。坚持用科学的认识指导科学
的行动，既要向外看，近看余杭滨
江萧山西湖、远看深圳上海北京，
又要向高看，看高端产业发展、看
高校研究院所，强化学习、拓宽眼
界、提升理念，把握新事物、新业
态、新经济、新趋势，理清产业发
展主攻方向。要坚定转型目标。
坚定不移淘汰高污染、高能耗、高
排放产业，大力发展绿色、生态、
高科技、高效益的都市型经济、美
丽乡村经济，重点推进以高端制
造为主的高效平台经济，加快发
展休闲旅游、文创研发、金融、高
效物流、高端医养等新兴服务业

经济。要加快空间腾挪。突出东
洲、江南、银湖等重点产业区块，
切实将优质空间腾出来，按照规
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专业
配套、专业服务、专业平台，同时
加快国土部门与规划部门的联
动，全面推进“多规合一”，梳理整
合主要区块、主要交通道路周边
的地块。

朱党其要求，要推进系列改
革，优化发展环境。以改革的姿态
大力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融杭交通一体化步伐，营造整洁有
序、温馨文明、大气开放的城乡环
境；大力推进人才制度改革，从住
房保障、奖励政策等入手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提升富阳竞争力；大力
推进教育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引进
以幼儿园、小学、初中为重点的名
校，为人才落户解决后顾之忧；持

续发力推进以“最多跑一次”为主
的改革，为项目推进提供“保姆式”
服务，进一步方便群众生活、人才
创业；改革招商平台，加强专业招
商力量，推进专业化招商、专业化
服务；鼓励转型企业再创业，制定
合理政策，引导企业特别是江南区
块的企业在富阳二次创业、持续发
展。

朱党其强调，要运用市场手
段，做大市场需求、建好融资平台，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经济发
展。要防范“两链”风险，加强政银
企沟通对接，定期通报情况、关注
焦点问题，及时协调化解风险。

会上，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
商务局、区农办、区财政局、富阳经
济技术开发区、人行富阳支行汇报
相关工作思路。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富阳的乡村振兴路径怎么
走？昨日下午，区委书记朱党其赴
新登镇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他强调，要抓住党建根本、强化社
会治理，促进和谐社会关系，实现
乡村振兴、农民幸福。区领导仰中
旻、赵志军、何献忠参加调研。

朱党其一行实地走访新登镇
松溪村和塔山村，听取两个村关
于未来产业发展思路的汇报，充
分肯定两个村近期发生的变化。
他说，近段时间以来，松溪村和塔
山村不仅村容村貌发生了改变，
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精神状态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让人看到了两
个村班子队伍的信心和未来发展
的希望。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新登
镇、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简要
汇报新登镇和全区村级组织建设
工作情况、全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情况。

朱党其在听取汇报后说，乡村
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是和谐，和谐
的基本条件是让美丽乡村变成富
丽乡村，实现村民经济上的富裕和
精神上的富有。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抓住党建根本，强化社会治
理，实现乡村振兴。

朱党其指出，抓党建首先要强
班子，选好人育好人带好头，发挥
好党员干部特别是班子成员的表
率作用。要把好班子进口关，将具
有优秀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勤
政廉政、时刻将人民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的党心民心公心强的人选到

村级党组织班子里来，切实增强党
组织战斗力；要把好教育管理关，
坚持从严治党，严格教育、严格管
理、严格规范党员干部；要大力推
进“领头雁”工程，树立“要求群众
做到的，党员干部首先要做到；要
求党员干部做到的，班子成员首先
要做到；要求班子成员做到的，支
部书记首先要做到”的理念，进一
步发挥党员干部在美丽家庭、美丽
庭院、美丽村庄、美丽人生、美丽经
济发展上的表率作用。

朱党其要求，要以强大党建
促进乡村和谐社会关系。党员干
部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充分尊
重群众意见和群众人格，公正处
理村级各项事务，从严管理从严
要求自身，坚决不徇私枉法、不带
头违建、不强揽工程、不与民争

利、不巧取豪夺，以身作则和谐干
群关系，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在群
众中的威望。要建立执行规范和
谐的机制，充分运用民间智慧、学
习借鉴各地经验，因地制宜建立
起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风险防
范机制、网格化责任机制、社会管
理机制。

朱党其强调，要用和谐社会关
系推动美丽乡村、美丽经济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农村发展
以和谐为本，要在和谐社会关系的
基础上，拓宽思路、因村制宜确定
各村发展目标，坚持宜工则工、宜
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则旅，让乡
村既有好看的村容村貌村景，更有
丰富的乡村经济业态，真正实现乡
村振兴、农民幸福。

朱党其赴新登镇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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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召开2018年经济工作思路调研座谈会

科学谋划 奋力作为 加快转型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王妙春）昨
日下午，区城管局城东中队对南门至万方大厦
沿江带划设了三处区域，从即日起至明年5月
试行南门室外饮茶区，并对所涉及的茶室进行
积分制管理。

今年7月份，本报《民生议事厅》栏目持续
关注南门一带茶楼占道经营问题。从鹳山公
园、郁达夫公园到恩波公园的沿江带，共有5
家茶楼，因为有市场需求，他们时常把茶桌搬
到公共区域进行经营。

对于老百姓来说，绝佳江景，一杯清茶，二
三知己，或夏夜凉风，或冬日暖阳，品茗休闲，
生活再惬意不过！然而，这样一个诗意的存
在，却是城管的一块心病。

从3月份至7月12日发稿时，城管共接到
21 个举报电话，投诉茶楼出店经营。当城管
去查处时，却遭到茶客的强烈反对，认为喝茶
既不扰民、又不产生垃圾，如此美景，怎堪辜
负？

7月13日，本报官方微信就“要不要设置
南门户外饮茶休闲区？”发起投票调查，两天时
间内有 521 人参与投票，其中 63%赞成设置，
19%认为不合适，17%选择“不好说”。受邀讨
论的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则一致投了赞成票，认
为“‘春江花月夜、品茶慢生活’，不失为一张具
有特色的城市名片，也是把富春江的文章做
透、把富春江的景色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之一”。

之后，在综合考虑市民、专家意见和前往
建德考察后，区城管局城东中队作为城市管理
职能部门，认真研究了“南门室外饮茶区”临时
疏导点的可行性。5家茶楼也在春江茶苑店
主、富阳茶楼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楼霞群的牵
头下，草拟了“室外饮茶区”的区域界限。在多次商议后，城东中
队沿用富阳城管管理流动摊贩的“凤凰桥模式”，决定和5家茶
楼签订《南门饮茶区经营承诺书》，规定营业时间、地点、经营范
围，并建立积分考评制度，以“疏堵结合”的人性化管理模式，把
沿江饮茶点纳入便民服务管理。

由于春江路3家茶楼关系复杂，为确保试点顺利开展，城东
中队将试行期选在了人流量相对较少的冬季。营业时间规定在
上午10点至下午5点，每家茶楼划定各自的区域，互不干涉。积
分考评制度则采取“一茶室一积分卡”，每个茶室12分为基础，
如果发生未按规定时间或地点经营、造成周围环境脏乱差、影响
周边群众导致被投诉举报等情况的，城管对其相应扣分。在试
行期内扣满12分，取消其经营资格。

昨日下午3点，城东中队队长洪剑锋带队踏勘现场，划分各
家茶楼的经营区域。得知室外饮茶区将“正规化”，附近市民都
拍手叫好。彼时，正是冬日暖阳熏得人醉，富春江上波光粼粼，
茶客们晒着太阳，捧着清茶，吃着茶点，聊着闲天，俨然一幅岁月
静好的图景。

洪剑锋说，最主要的担心有两点，一是能不能保洁到位，二
是商家能不能良性竞争。如果试行期内各家茶楼都能规范经
营，可以考虑夏季延续便民疏导点，让市民安心享受江边品茶慢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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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江是一条有历史
文化底蕴的江，富阳城是一
座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富
阳的城，富阳的江，富阳的
山，富阳的水，富阳的人，要
揽江入怀，要敞开心胸，迎接
四海宾朋，吐纳寰宇万物。
在至美灵秀的富春江边设品
茶观江的休闲区，对要融入
大都市的富阳，只有好处。
一叶茶折射一个充满未来的
大富阳。”本地学者王益庸在
话题讨论期写下的这段话引
起不少共鸣。

富阳已经掀开“拥江发
展”的新篇章，“一江带城、南

北呼应，打造好‘百里富春山
居图’‘五十里春江花月夜’”，
如此愿景，成为富阳人共同的
梦。当这个富阳梦如此真实
地走向我们的生活时，南门室
外饮茶区的设立无疑是一个
生动的注脚。

沿着富春江两岸，景观
工程持续推进的同时，富阳
人民渴望有更多的商业业态
得以开发、得以培育，使得整
个沿江商业氛围浓起来，让
市民成为拥江发展的直接受
益人，让游客成为美丽富阳
的铁杆粉。

短评

从渴望到受益

2017中国（杭州）
乡村振兴暨“三美”建设论坛

12月26日、27日举行

预告

●从摄影天堂，到乡愁寄托，再到幸福迁徙路，这是一个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