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倪鹿华）在区十六届二次
人代会即将召开之际，1月5日，龙羊代表团全
体代表集中到洞桥镇开展代表会前活动。

此次活动共有五项议程：参观杭州（国
际）青少年营地，审议区政府和区人大常委会
的两个工作报告（意见征求稿），对区政府
2018年14项民生实事项目进行票决前的意见
征求，提交区十六届二次人代会的议案与建
议的征集讨论，就代表们履好职、参加好大会
提出相关要求。在两个报告（意见征求稿）的
审议中，代表们对区政府和区人大在过去一
年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对 2018
年的工作奋斗目标与总体思路提出修改意
见。代表们还对区政府2018年拟交大会票决
的14项民生实事项目和龙羊代表团拟交二次
会议的代表议案与建议展开讨论。

龙羊代表团集中开展会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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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山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喻立英 周小芳）1月4日，鹿
山街道东吴社区举办盲文手语培训班，辖区各小
区物业、幼儿园、银行、超市、志愿者等参加。

培训班上，省盲人学校的老师通过现场分
发盲文，观看视频，使培训人员了解“正摸反
写”的阅读书写常识等，提升了辖区内公共服
务机构工作人员的无障碍服务水平。

东吴社区举办盲文手语培训班

■环山乡

本报讯（通讯员 金钟）近日，环山乡计生协
会联合环山中学，开展青春期学生健康教育活
动。

活动主要以《悦纳自己》《艾滋病防治》专
题讲座与《走进青春期》图板展览参观相结合
的形式开展。通过图片展览、专题讲座，让学
生们正确对待进入青春期生理、心理变化，正
视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活动

东洲街道贯彻落实区委常委会精神

全力打造“四个区”实现美丽新东洲
记者 王杰通讯员 章勋浩

1月2日，2018年上班第一天，富阳区委第37次
常委会会议在东洲召开。会议强调，东洲街道要充
分认识自身优势、明确定位方向，把握发展新机遇、
打造美丽新东洲，加快成为接轨都市桥头堡、富阳
发展排头兵。

东洲街道班子成员在学习贯彻区委常委会精
神后，在1月5日召开的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
上，又重点突出贯彻区委常委会精神。街道党工委
书记俞一波说，这次区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东洲工
作，既给东洲点了赞、鼓了劲，也给东洲把了脉、问了
诊，更给东洲开了方、抓了药，关心厚爱在言语之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各行政村、各科室将通过党员固
定主题党日活动、村民代表会议、科室会议等多种形
式，将区委常委会的精神传达到街道每名党员。

2018年，东洲街道将深入贯彻区委常委会会议
精神，牢牢把握区委“拥江发展”“三看四态促转型”
的战略部署，围绕打造“产业向东样板区、乡村振兴
示范区、美好生活先行区、党的建设标杆区”等“四
个区”的要求，以踏浪而歌的心态、勇立潮头的姿
态、从严从实的状态，坚持干在实处，抓项目、优环
境、保稳定；走在前列，促和谐、立标杆、树清风，迎
难而上，“统筹推进、均衡发展”各项工作。

坚持拥江发展，打造产业向东样板区
精准发力“一产的名地、二产的高地、三产的

领地”目标，实现三产平衡发展、良性互动。整合

提升现有产业结构。在开发区的指导下，继续做
好退二优二，加速园区有机更新。借力招商引智，
调整产业生态。以东洲跨境电商保税物流园、工
业功能区为核心区块，引入一批高含金量的产业
项目，实现园区产业转型。整合优势资源，实现三
产融合。全力推进黄公望金融小镇建设，加快电
商小镇发展，加速农创客小镇建设，为东洲高速优
质发展搭建平台。抓住亚运会水上项目落户北支
江的契机，做好东洲休闲旅游产业的品牌提升与
推广。

坚持美丽发展，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全面参与“百里富春山居图”和“五十里春江花

月夜”精品带打造，实现颜值内涵双提升。继续健
全和落实“河长制”，严密巩固剿灭劣Ⅴ类水工作成
效，严防“回潮”。建立“三改一拆”长效防控机制，
增强巡查力度。同时合理规划，妥善解决拆后土地
利用问题。以小城镇综合整治项目为依托，全面做
好黄公望区块提升工作。结合各村特色亮点，继续
深入推进环境大提升工作，实现一村多品、移步易
景。

坚持以人为本，打造美好生活先行区
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探索并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在探索中
完善“四个平台”“最多跑一次”建设，落实市、区民
生政策，确保全民共享政策红利。积极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鼓励辖区行政村推进职工公寓、生态停车
场等东洲急需项目建设，提高村级经济实力。积极
提升辖区教卫水平，明确区块、规划，建设提升高端
医疗教育资源，妥善消化解决就学、就医问题。积
极打造和谐平安东洲，深入推进全科网格建设，提
升基层治理能力，借助智能化平台与“智慧街道”体
系打造，整体提升安保配套设施；完善警民联合、部
门联动、街村联手等现有工作机制，打造“大稳定”
格局。

坚持党要管党，打造党的建设标杆区
深入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工作向基层延伸，对标杭州主城区，做
全区大党建生态圈打造与基层组织建设的标兵。
继续深化提升区域化党建工作，培育街道特色小
镇、富春江集团、黄公望等党建示范点位，提供示范
带建设精品与样板。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进一
步巩固基层基础，拓展、培育村级党建示范点，发挥
示范带动效应，充分体现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全效锤炼基层三支队伍，依托“三大指数”，打
造一支肯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街村干部队伍；进
一步加大巡查执纪力度，做到剑气逼人、制度管人，
强化制度执行刚性。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教育，广
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鼓励最美现象、最美
人物。利用辖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资源，精心组
织“共绘同心圆、共筑中国梦”活动，团结一切力量，
推进东洲全面建设。

2017年，东洲街道基层党建工作亮点纷呈，
主要体现在三个“有力”上：

基层建设有力。在“人”上，村级层面平稳有
序完成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开启村级擂台比
武；街道层面探索建立区管后备干部领办竞办项
目制。在“点”上，重点推进特色小镇党建工作。
在“面”上，以开放式党组织活动为载体，助力街道
重点项目推进、环境提升等中心工作落实。

工作推进有力。实行“党委总揽全局，各线
指导落实，联村领导整体包干，组团联村全面推
进”的工作制度。打造国内首个“农创客”小镇，年
度财政收入首度突破10亿元。正确认识发展与
稳定的关系。

党建保障有力。5个被巡察村发现的113个
问题全部整改到位。发挥知联分会、侨联的作用，
强化党外联合；搭建两岸交流平台，打造全省工作
样板，开展“走进东洲、对话公望”两岸青年交流活
动。

2018年，东洲街道的基层党建工作将着重加
强三个方面的建设：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平安东洲建设，让最美现象、最美家
庭、最美人物扩点成面、蔚然成风，打造“最美东
洲”。

新闻延伸

三个“有力”
打造“富阳铁军”东洲排头兵

通讯员 俞程飞

为进一步巩固基层党建，全面总结2017年新桐
乡基层党建工作开展情况，1月5日，新桐乡召开村
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新桐乡
党政班子成员、7 个行政村“两委”班子、驻村指导
员、全体机关干部等80余人参加会议。

述职中，各行政村书记开诚布公，亮工作、找差
距、析原因、谈措施。述职后，参会人员根据述职情
况，结合日常所闻、所见、所感，填写了测评表。

会上，乡党委书记钟怡媛对各行政村书记的党
建述职报告逐一进行点评。她表示，通过述职评
议，展示了亮点、晒出了成绩，找到了差距、发现了
短板，理清了思路、鼓足了干劲。

钟怡媛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定要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
突出组织的政治功能，不断提升组织服务水平，不
断规范党的组织生活，着力在服务中心、促进发展
上下功夫，让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一个坚强的
战斗堡垒，不忘初心、团结奋进，为全面建设“七美
新桐”而不懈奋斗。

新桐乡召开村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

查不足找差距 明目标鼓干劲

通讯员 江栗峰

1月5日，新登镇召开2017年度各行政村（社）、
股份经济合作社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大会，通过

“晒一晒、比一比、学一学”，不断强化各党组织责任
意识、政治意识和担当意识，切实抓实抓好新登基
层党建基础，为建设“古韵田园、产城融合、亮丽温
馨”的小城市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会议采取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相结合方式进
行。会上，湘河、湘溪、潘堰、元村、登云社区、东安
社区、双溪股份经济合作社等16个村（社）、股份经
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及1名区下派党组织第一书记
先后上台，就2017年抓党建责任制落实、组团联村
和项目建设等工作进行口头述职，同时分析各自存
在的问题，明确2018年工作重点和工作思路。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金志国部署年关的工作，
要求各级党组织持续抓好环境治理工作，严格抓好
工程进度、质量、结算、支付等管理工作，彻底排查
各类安全隐患，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抓好
节前慰问等工作，确保新登广大百姓过上一个“干
净、整洁、安全、和谐”的新春佳节。

镇党委书记许玉钧肯定了各基层党组织在
2017年党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存在
的不足。许玉钧说，过去的2017年，新登各级党组
织干劲足，成效明显，作风转变快，干群关系密切，
领头雁工作抓得有声有色。2018年，各村（社）的目
标明确，思路清晰。许玉钧强调，新的一年，要凝心
聚力、抓人促事，要强自身、抓班子、强队伍，要用抓
经济工作的力量来抓党建工作。今年是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新一轮小城市培

育工作的关键之年，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继
续落实责任抓党建，要加强学习抓党建，要夯实基
础抓党建，要以虚促实抓党建，要争优出彩抓党
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主业主责意
识，坚定不移地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切实提升新登
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会上，与会人员根据党建述职和抓基层党建工
作等有关情况进行现场测评打分。

镇党政人大班子成员，镇机关中层以上干部，
全体农村工作指导员，各行政村（社区）书记、主任，
秉贤、共和、双溪（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董
事长及区下派第一书记在主会场参会；镇组团联村
成员、村支两委成员及全体党员通过视频直播方
式，在各村（社）会议室收听观看。

新登镇召开村（社）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大会

记者 王杰通讯员 陈健军 江栗峰

日前，第四届中华茶奥会落下帷幕。杭州富阳
富春江茶厂选送的“茶胡红”红茶、“茶胡绿”绿茶均
在评比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第四届中华茶奥会茶
品评鉴红茶组金奖、绿茶组银奖。这是富阳唯一获
此殊荣的红茶和绿茶。

评选准入高门槛
据悉，第四届中华茶奥会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和

捷克、匈牙利、韩国、加拿大、坦桑尼亚、日本等国家
的 1000 多名选手与作品，参加了 8 个赛项 25 个组
别。记者发现获奖名单中，由武夷山等茶厂选送的
红茶，分别获得了银奖和铜奖。在绿茶组中，杭州
两家茶企均选择“西湖龙井”参评，最终获得铜奖和
优质奖。

高品质红茶摘桂冠
“茶胡红”红茶选用清明前、且海拔在600-900

米的高山土茶为原料，以单芽和一芽一叶为采摘
标准，采用摊青、萎凋、揉捻、发酵、烘干、提香加工
工艺，制作的红茶外形细紧均匀、显毫，芽叶整齐、
均匀、柔软、叶芽小，汤色红艳（带点黄）、明亮，带
有果香和糖香特有的红茶香味，入口鲜甜、爽口、
滑润。

“茶胡红”红茶凭借其优质的原料和独特的红
茶加工工艺，2016年，在首次参加国际茶叶大赛中，
获得大赛组委会国内外专家的好评，一举摘得金奖
桂冠。2017年，“茶胡红”红茶继续发力，获得了第
四届茶奥会红茶组金奖。

生产高端红茶尝甜头
2012年，杭州富阳富春江茶厂初涉红茶市场，

市场价平均达到 760 元每斤。而在 2013 年被评为
杭州市优质红茶产品银奖、2013年—2015年连续3
年获浙江省浙茶杯优质奖后，红茶市场价格直线飙
升，开拓高端茶叶市场，富春江茶厂老总胡洪明尝
到了不小的甜头。今年，“茶胡红”红茶产量800多
斤，市场价格高达3200元每斤。

这几年，富春江茶厂除了在红茶品质上下功夫
外，还在包装设计上舍得花“血本”，专门聘请专业
设计师为红茶量身定制包装，先后投入20多万元，
设计定做了美观、实用、方便、易保存等30多个品种
的茶叶包装。创意设计的茶叶包装为“茶胡红”茶
叶做起了“嫁衣”，更提升了茶叶身价。

杭州富阳富春江茶厂捧回第四届茶奥会大奖

“茶胡红”红茶获金奖

本报讯（通讯员 俞鹏花）日前，永昌镇联合
新登派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清查行动。

本次检查出动2个检查组，分别对永昌镇辖
区范围内的宾馆、出租房、临街商铺等18个场所
进行逐个清查，共发现安全隐患4处，整改隐患2
处。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提出整改
意见，限期整改，从源头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永昌镇

开展消防安全大清查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 裘新）日前，环山乡综治
办组织人员，对辖区重点临街商铺和居住出租
房进行检查。

行动中，检查人员对各商铺、居住出租房及
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设施、消防通道、重点防火
区域等逐一排除隐患，共检查商铺79户、居住出
租房115户。工作人员对个别商铺检查出的问
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完毕。

■环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