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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富阳实践新时代 新征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2017中国（杭州）
乡村振兴暨“三美”建设论坛

12月26日、27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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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年产值过亿的公司，回到家乡当起村书记
杨如林的加入，让稠溪村的蝶变路走得更坚定

乡贤回乡来治村
西复线征迁、清洁城乡、老村整治等工作走到全镇前列
保供水工程、村中广场、高端养老等项目正在逐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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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后天多云。今天气温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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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城市建设管理事关
每个人生活。昨日上午，富阳召开2018年城市
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工作思路调研座谈会，听
取意见、集聚智慧，谋划明年工作。区委书记朱
党其强调，要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强化执行刚
性，提升工程建设质量、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推
进城市文化建设，高标准严要求打造品质之
城。区领导吴玉凤、赵玉龙、孙洁、赵志军、王洪
光、蒋建民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区住建局、规划富阳分局、区交
通运输局、区城管局、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分别
作口头汇报，其他相关单位作书面汇报。

朱党其说，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各级各
部门艰苦奋斗、高效运行，用心用情、一心一意
推进城市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秦望区块
有机更新、江南区块转型等重点工作成功破题，

融杭交通体系建设、断头路打通等民生实事顺
利推进，部分“城市病”得到有效治理、城乡环境
面貌持续提升。2018年，全区上下要进一步强
化认识、突出重点，高标准严要求打造品质之
城。

朱党其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各级各部
门要充分意识到富阳城市转型、拥江发展是富
阳人民的必然选择，南北联动发展、城市品质提
升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进一步树立
建设高品质城市的理念，对标先进、发挥优势，
打造气派的建筑、热闹的街区、繁华的商业以及
产城融合的现代功能、温和友善的里弄文化、和
谐的社会关系，加快建设整洁有序、温馨文明、
大气开放、靓丽繁华的城市。

朱党其强调，要高起点编制、高要求执行规
划，进一步突出规划引领，强化执行刚性，确保

一张“蓝图”绘到底。要高质量建设城市，建立
完善现场责任制，坚持在现场设计讨论、到现场
监督管理，把好工程设计关和施工质量关，同时
开展好平台间工程质量竞赛，打造一流政府工
程。要严要求管理城市，坚持“人管+智能化管
理”双管齐下，促进市民文明习惯的养成，打造
整洁有序、温馨文明的城市环境。要完善城市
公共配套体系，加强政策引导、采用市场手段，
积极引进省内外知名学校、加快推进名校集团
化建设，实施开展名院名科名医工程、全面打响
以中医骨伤为重点的富阳医疗卫生品牌。要大
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富阳文化特质、
留存城市历史记忆，丰富城乡文化体育生活、打
造主题文化公园，努力营造温馨和谐氛围，全面
提升富阳城市品位。

富阳召开2018年城市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工作思路调研座谈会

高标准严要求打造品质之城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摄影 朱啸尘 通讯
员 蔡军华 章海华）作为浙江省“五水共治”重
点工程，富阳污水四期工程于12月18日正式
进入通水调试阶段。这个可以实现多种模式
调配的污水处理项目，将为富阳增加每日6万
吨的污水处理能力，实现污水一级A标准排
放。

富阳污水处理厂四期工程由城建集团
下属的富阳水务承担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3.8亿元，建设内容为提标改造8万吨污水处
理工艺，已于 2016 年完成；扩建部分建设内
容为新建 6 万吨污水处理工艺，于今年 3 月
全线开工。项目改造完毕后富阳城区污水
日处理能力将达到14万吨，出厂水实现一级
A 标准排放。目前，扩建的 6 万吨污水处理
工艺生产线已经全部完成，按预先制定的调
试方案，率先启动通水调试的是北侧 3 万吨
的污水处理线。

昨天上午，通过持续十多小时的缓慢进
水，北侧的生物反应池里蓄水达到1.5米，池
底5000多个曝气装置运作时，激起了阵阵白
沫。“我们将分区块、分步骤地进行通水调试，
确保前道工艺调试正常后再进行下一道工艺
调试。”富阳水务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联机
调试的计划，接下来的7天时间里，从城区千
家万户流出的生活污水将慢慢地注满北侧区
块的沉沙池、初沉池、生物反应池、二沉池等
区域，同时启动设备带水联机调试。这期间，
富阳水务还将进行菌种培育工作，以确保调
试成功、污水处理符合要求。

污水四期项目顺利通水调试，创下了富
阳污水处理厂建设用地面积最少的纪录。根
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给水与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富阳14万吨的污水处
理厂需要181.5亩，而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可用
土地仅为142.35亩。为了克服用地面积不足
的难题，城建集团多次会同设计单位修改方
案，创历史地完成了新建扩容区域的初沉池、
生物反应池和二沉池区域合建，深8—9米的
污水处理区域内“沟上建沟，渠上建渠”的复
杂工艺布局为项目建设节约了近40亩土地。

“整个厂区除了大门口之外，很难再找到一块
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空地，我们实现了最大
程度的土地集约利用。”富阳水务相关负责人

介绍，项目推进克服了大量的因场地局限造
成的困难，项目的设计方案也成功申请了技
术专利。

转鼓式格栅、链板式刮泥机、调节性能更
好的曝气装置……新建6万吨污水处理工艺
引入了富阳迄今为止最高效的处理设备。多
模式A2/O处理工艺的使用，可以实现不同处
理区块污水厌氧、缺氧、好氧三种状态下的多
种模式。“通过调节处理模式，可以大大提升
污水处理的效果。”富阳水务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年富阳日均处理污水量已经达到了9万
吨，老厂区超负荷运作。接下来，富阳水务在
北侧区块调试成功后，南侧区块调试将及时
跟进，尽快实现正式通水运行。

富阳污水四期正式通水调试
■整体项目节省土地近40亩
■增加每日6万吨的处理能力
■将实现污水一级A标准排放

富阳污水四期工程通水调试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下午，杭州市富阳
区创新创业大赛暨“市长杯”创投基金项目路演
活动在富举行。杭州市科委主任阳作军，区领导
吴玉凤、裘富水、潘璀玮参加活动并为获奖者颁
奖。

今年，为全面提升富阳区创新创业氛围，激
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整合创新创业资源要素，
助推“高新工业强区”战略实施，区政府举办了
2017 年富阳创新创业大赛。自 9 月 20 日大赛开
锣以来，经过广泛项目征集和严格筛选，共有81
个项目通过资格审查进入初赛。其中，“市长杯”
推进项目32个，富阳区创新创业大赛项目49个。
10月29日，通过初赛，评选出15家创业企业（团
队）进入决赛。

昨日，经过激烈角逐，杭州增霖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有机垃圾资源化处置服务智慧运营管
理系统开发与应用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释普信
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智慧实验室项目、荧球
科技团队的面向 POCT 荧光微球及其相关产品
开发项目获得二等奖；东西设计工作室的青瓷智
造项目、校园智能门联网项目组的校园智能门联
网综合管理系统以及杭州青众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的“安幼宝”多功能婴幼儿保护器项目获得三
等奖。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代表区委区政府对
获奖者表示祝贺。她说，当前，创新是经济发展
的主引擎。杭州是创新的高地，是中国十大创新
生态城市，创新创业之火呈现燎原之势，吸引了
一批怀揣着希望和梦想的大学生来到杭州创业。举办此次活动，就
是为心怀梦想的设计者提供舞台，为产学研合作搭起沟通的桥梁，让
创意更好地牵手资本，使双方完成自我价值提升和品牌增值，实现双
赢。

吴玉凤表示，当前的富阳，正迎来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融杭发
展的步伐越来越快，交通框架已经全面打开。根据省市产业布局，富
阳是杭州拥江发展的重要节点，是城东智造大走廊、之江文化产业
带、钱塘江金融港湾中的重要平台，已经成为杭州最具发展潜力和发
展动能的新城区。同时，富阳一直坚持创新驱动，积极推进两化融
合，加快产业转型，注重人才引进，先后出台人才新政25条，制定大
学生来富创业创新计划，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5110”计划，已成
为创新创业创富的一方热土。希望创客们的创意能够落户在富阳、
投资在富阳，为富阳转型升级助力。区委区政府将做好全方位的“保
姆式”服务，当好“店小二”，提供更优的创业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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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创客们的创意能够落户在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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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区政府将做好全方位的“保姆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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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开启空中救援通道
直升机紧急医疗救援费用按每小时4万元计算

有了危重病人，120送省城急救路上遇堵怎么办？从今天开始，富阳开启“空中救援”时代，
危重病人的运输可以通过直升机转运，缩短开通绿色通道抢救的时间。

富阳一院副院长何正飞表示，空中救援是地面救援的有效补充，也是最为安全的医疗救援
方式，特别是当地面交通遭遇瘫痪、救护车频频遇堵等难以快速实施急救的情况下。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坐落
于富春江畔的富春山馆由博物
馆、美术馆、档案馆组成，将于
12月23日整体开馆。三大馆都
将有精彩的主题展览，市民朋友
可在当天下午 2:00 后凭身份证
到现场取票入场。

公望美术馆本次大展由三
大艺术展览构成，分别为“‘君圣
臣贤’乾隆与董家父子书画特
展”“‘公望富春’首届中国山水
画大展作品展”和“‘家在富春江
上’富阳区美术书法摄影精品
展”，展期为3个月。值得期待的
是12月23日下午2:30，故宫博物
院常务副院长王亚民将在富春
山馆报告厅举办一场讲座，感兴
趣的市民可凭身份证至富春山
馆正门口领票，领票时间为12月
22日上午9:00至下午4:00，门票
限量，先到先得。咨询电话：
15868458226（姚老师）。

博物馆的展览主题为“家在
富春江上”，分山水富阳、千年古
县、东吴源流、造纸名乡、鱼米之
乡、黄金水道、人杰地灵七个单
元，以叙事的方式，向观众展示
悠远、凝重、丰厚的富阳历史和
瑰丽多姿的富春文化。其中，有
今年在大源瓦窑里新出土的文
物，距今6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
化时期陶片，这也是迄今为止在

富阳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此
外，博物馆内设有4D影院，参观
者需现场凭身份证预约，每场限
20 人，播放时间为上午 9:30 和
10:30，下午 2:30 和 3:30，影片将
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错
时预约。

档案馆本次展览内容为
“富春古今——富阳区档案史
料展”。参观档案馆需从依江
路入口进馆，市民可在每周一至
周五凭身份证登记后入馆参观，
参观时间为上午9:00—11:00，下
午2:00—4:00，10人以上团队需
提 前 预 约 。 预 约 电 话 0571-
63348300。

需要提醒的是，富春山馆展
览常年免费参观，其中公望美术
馆与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均为周
二至周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下午4:00停止入场)，周一闭馆
（遇法定节假日照常开放）。参
观者需持身份证在大门入口处
现场刷证取票入场。富阳博物
馆咨询电话 0571-63323284；公
望 美 术 馆 咨 询 电 话 0571-
58970000。

本报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参
观展览请选择绿色出行，若自驾
前往，烦请将车辆停至区文化中
心东侧停车场。

富春山馆明日整体开馆

富阳城乡公交一体化收购签约进展远超预期

近八成经营户已提前签约

城区今起新增一条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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