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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谈巡察

以巡察整改为契机 推动工作转型升级
区档案局局长 蒋寿南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区委第一巡
察组对区档案局进行了巡察。通过全
方位的“政治体检”，问诊把脉，找准了
问题，提出了意见，对于推动我区档案
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巡察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遇。巡
察是区委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和关爱，
从一开始我们就正确认识、全力支持
和积极配合巡察工作。认真写好领导
班子剖析材料和个人五年工作总结，
几上几下广泛征求意见，召开班子会
议专题研究，深刻查找问题，剖析思想
根源，提出整改措施。从讲政治的高
度严肃对待巡察工作。把巡察工作当
作提高政治站位，解决实际问题，去除
固有顽疾的重大和难得机遇。

整改需要压实责任和担当。高度
重视巡察反馈意见，切实负起主体责
任。成立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认
真制订整改方案，分析问题根源和结
症，每周召开班子会议和巡察整改领
导小组会议，层层压实整改责任，坚持
做到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做到问
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罢

休。开展谈心谈话30人次，公开检查
3人次，特别是对关键岗位、重要岗位、
重点人员进行层层谈心谈话。对全局
的各项制度进行清理完善，制定出台
和完善《富阳区档案局公务出行经费
管理暂行办法》等12项制度。

成效不仅要体现在思想认识上，
更应体现在实际工作中。巡察组向我
们反馈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站位不够
高。我们认为要提高政治站位，首先
要找准工作方位。要把档案工作放到
全区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去用
力。所以，我们提出了“服务中心工
作，打造兰台铁军”的口号，积极为城
市有机更新提供现存房产、土地方面
的档案资料。主动加强城市有机更新
工作建档指导力度，开展对城市有机
更新改造前、改造中、改造后的现状、
发展、变化全过程拍摄、记录，保存历
史影像档案。

经过巡察，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
巡察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有效
性。短短一个多月的巡察，区档案局
干部的政治站位、精神面貌、工作激情
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期间，安全、有
序、圆满地完成了档案馆搬迁，15万多
卷（件）档案安全搬入新馆，新档案馆
顺利启用，《富春古今——富阳区档案
史料展》完成布展，向公众开放，获得
一致好评。今后，全局干部职工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区委
巡察为契机，全面推动档案工作转型
升级，以饱满热情为建设富裕阳光的
大都市新型城区作出更大贡献。

单位

新桐乡中心小学

银湖街道受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源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浙江清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阳支行

永昌镇中心小学

永兴学校

区图书馆

杭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富阳分中心

常绿镇人民政府

建设银行富阳支行

湖源乡人民政府

区信访局

区教育局教研室

场口镇中学

万市镇南新小学

区审计局

区环境保护局

洞桥镇人民政府

春江中学

富阳中学

杭州富阳东贸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华都山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小计

总计

人数

27

63

26

74

36

328

18

11

40

153

45

21

51

111

15

33

106

67

72

332

2435

10739

金额（元）

8300

15450

8200

5000

26600

11000

100400

5800

5600

22500

30700

24900

10400

15700

33700

4700

16900

43000

34400

22200

101800

10000

10000

997050.1

4156416.1

单位

杭州华滋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宋都公益基金会

浙江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景帆置业有限公司

富阳二中

万市镇南安小学

杭州金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绿城金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瑞宸房地产有限公司

杭州钧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胥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湖源乡中心幼儿园

新登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春建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安镇中心小学

场口镇中心小学

春建乡人民政府

场口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富阳交拓投资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富阳支行

银湖街道办事处（部分）

区委农办

杭州富阳交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常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区科学技术协会

人数

226

12

22

9

88

16

42

83

41

89

37

44

1

42

8

31

15

金额（元）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69000

38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7000

2900

27200.1

5200

12800

25100

25300

25500

7400

16000

300

20800

1400

9900

10200

杭州市富阳区2018年“春风行动”捐款爱心榜
（2018年1月22日）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 通讯员 陈力）记
者从交警部门获悉，为践行“最多跑一次”
改革，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理相关业务，
富阳新增两处机动车业务办理点，分别是
位于城区和大源的两个邮政储蓄网点。

城区网点位于桂花西路239号，大源网
点位于大源镇下郎路14号，两处目前均已
开始接受相关业务办理申请，可办理“警
邮”服务前期实现的三大类13项车驾管业
务服务。具体业务包括：互联网平台用户
窗口注册和用户变更；补、换领机动车号
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6年内免检车辆
检验合格标志核发，机动车所有人联系方
式变更；驾驶证遗失补证、损毁换证，驾驶

人联系方式变更等，群众可携带相关材料，
在就近邮政网点办理。

交警部门特别提醒：机动车有事故逃
逸，有违法、事故未处理，驾驶证逾期未审
验或记满12分等情况，不得委托邮政网点
办理相关业务。

邮政窗口审核受理后，会将相关数据、
图像传送到全市统一的业务中心，办理成
功后，通过寄递方式将证件、号牌投送到申
请人提供的地址，通过“杭州交警便民服务
专递”信封提供服务，申请人签收即可。

后期，“警邮”服务还将根据实际情况，
逐步开通驾驶证期满换证、机动车抵押登
记、解除抵押登记等相关业务。

据区交警大队负责人介绍，“警邮”服
务项目是真正的让群众少跑腿、少等待的

“便民服务”。目前，全区机动车保有量已
经超过了 18 万辆，且每年仍以 20000 至
25000 辆的速度递增，加上全区还有 28 万
本驾驶证，各类车辆、行驶证、驾照等日办
理业务量剧增，不但给交管部门各窗口带
来沉重的工作压力，仅区交警大队各窗口
每天接待办理业务达到了600多人次，也让
办理群众经历来回奔波、长时间等待的烦
恼。为此，“将一些程序相对简单的基本业
务从大队窗口分流出去，在城区、乡镇（街
道）增加办理窗口，部门能减轻压力，提高
办理效率，群众也能减少等待时间”。

富阳新增两处机动车业务办理点

见习记者 周晓露通讯员 陆晓波

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严厉打

击超限超载、非法改（拼）装、抛洒滴

漏、污染道路等违法行为，富阳道路

运输环境专项整治行动再升级，成

立6个道路专项整治小分队，实现

全区路域环境监测与检查全覆盖。

道路运输环境整治再升级

建立6个道路专项整治小分队

1 月 16 日下午，区综巡办召集区交通
局、公安富阳分局、各小分队驻地乡镇（街
道）相关负责人，召开全区道路专项整治小
分队工作会议。副区长王洪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建立富春、银湖、东洲、江
南、场口和新登6个片区的整治小分队，尽
快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落实办公场所与车
辆装备；要加强源头管理，加大运输企业车
辆排查力度，严格治理企业、码头等生产乱
象；建立综合执法工作机制，实行跨部门联
合执法，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

1 月 18 日中午，副区长王洪光带队实
地检查了320国道凤凰山监测站、银湖分队
驻地，并对整治小分队如何选址、如何理顺
运行机制等进行现场指导。

跨部门协作实现监管全覆盖

“道路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组”由区“道
路运输环境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筹划
组织、区综巡办牵头实施，其下设6个小分
队。每支小分队有5名成员，分别由路政、
运管、交警、公安、城管等部门抽调人员组
成。区综巡办全面负责小分队日常管理、
工作开展等。

专项整治工作组重点负责全区超载超
限、抛洒滴漏及道路污染等专项整治及源
头治理，其下设各分队在所在区域办公，对
辖区实施动态监控和检查，小分队采取固
定和机动方式，确保全区范围全覆盖。

道路巡查小分队发现车辆违法行为，

便当即查处，进入联合执法流程，分别由查
扣地点所在的路政、运管、交警、城管在限
定工作日内依次依法进行处理。若发现违
法车辆数量较多或特殊情况，则需移交属
地路政、运管、交警、城管部门，无缝对接。

根据违法车辆查清源头企业或建筑工
程，由区综巡办启动交办、督办机制，责令
成员单位（责任单位）对源头企业或建筑工
程项目进行整改，整改单位须在2个工作日
反馈整改方案，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要
求，同时进入“一巡多功能”考核机制。

据了解，1月18日至22日，富春、银湖、
东洲、江南、场口、新登 6 个整治小分队、8
个巡查组共查扣74辆超载超限、污染道路
车辆，追溯9家源头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 郭云伟）日前，富
阳召开 2017 年度部级土地卫片涉嫌
违法整改工作会议，部署整改工作。

2017年度部级土地变更调查与遥
感监测数据于今年1月4日正式下达
我区，共812宗图斑，监测土地总面积
5031.7亩，涉嫌违法用地图斑167宗，
面积591.3亩，耕地433亩。

经过内外业核查，与前几年相比

较，2017年卫片总体形势有所改善，违
法用地总量有所减少。其中，涉及农
民建房违法用地明显下降，全区上下
严格管控成效初显。

会议要求，各乡镇（街道）及相关
投资平台对整改工作必须高度重视、
落实到位，加强督查并进行通报，同时
将 2017 年度部级卫片执法工作纳入
2018年度政府综合考核内容。

借助2017年度部级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数据

富阳部署涉嫌违法用地整改工作

综巡在线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袁
伟）记者近日获悉，2013年以来，区经
信局已连续 5 年被省经信委评为“全
省‘小升规’培育及小微企业运行监
测工作县（市、区）级考核优秀单位”。

近年来，富阳区始终坚持“抓大不
放小”，完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推进

“小升规”，5年来累计激励近300家小
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每
年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考核任务，为
富阳工业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按照省经信委“小升规”新三年行
动计划要求，加快实现“小升规”工作
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富阳区将每
年的“小升规”任务在年初作为大计划
的一项内容分解落实到乡镇（街道），
明确做到年初有计划、年底有考核。
同时，建立“小微企业培育监测库”，将
销售收入500万—2000万元企业入库
培育，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对入

库企业重点监测、重点培育，帮助企业
破解生产经营困难并加强业务指导，
推动企业上规速度。

2017 年，富阳被省经信委列为
“‘小升规’管理提升深化试点工作”区
县之一，区经信局开展以“小微企业管
理提升年”为主题的一系列服务提升
活动。依托各乡镇（街道）、产业园区、
行业协会等，以集中宣讲结合研讨、辅
导、参观考察等形式，设置“互联网+”
创业创新、安全生产、营销、法律、产业
政策及项目申报等课程，为小微企业
管理提升助力。全年共开展专场培训
29 期，辅导企业 1581 家，服务人员
5582人次。同时，把联合乡镇（街道），
每年将“小升规”工作列为乡镇重点工
作之一，纳入乡镇专项考核。同时每
年安排300万元左右的财政专项奖励
资金，对新升规企业给予每家 5 万元
的奖励。

激励近300家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区经信局连续五年评上全省优秀

本报讯（通讯员 吕会儿 汪敏明
记者 骆晓飞）记者从区文广新局获
悉，富阳区《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社会力
量管理规范》于 1 月 21 日起正式实
施。该规范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区
级政府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社会力量管
理地方性标准，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审查备案，由区市场监管局近期正式
发布。

该规范由区文广新局起草，根据
富阳相关的制度研究和工作实践，总
结、提炼了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社会力

量运营管理的“富阳经验”制定的。
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富

阳区在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社会力量运
营管理工作中大胆提出创新机制，将
公共文化项目中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
益与政府提倡的社会力量购买有机结
合，通过社会化委托运营，管理公共文
化场馆，是推进政府、市场、社会共同
参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
项科学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
样本，对全省乃至全国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共文化设施委托社会力量管理，如何进行规范

富阳发布全国首个地方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