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集束

■胥口镇

开展村环境卫生整治第二期大比武

■灵桥镇

召开宣传文化统战工作座谈会

■新桐乡

发放计划生育公益金

本报讯（通讯员 邱栋）近日，胥口镇开展村环
境卫生整治第二期大比武。镇全体班子成员、各
村书记和分管卫生委员、部分非村干部的镇人大
代表参加活动。

现场，全体人员听取各村主要负责人比武区
块整治情况介绍，仔细查看整治效果，并对照评分
标准认真打分，客观反映整治工作成果。镇党委
书记周延军对第一期比武后，各村思想不松、干劲
不减，持续攻坚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给予肯定。他
指出，全镇上下要继续保持攻坚势头，春节将至，
春节前开展的第三期比武要以村庄环境卫生整洁
有序为总体目标，让老百姓和返乡过年的胥口人
体会到村庄环境卫生的大变化。

本报讯（通讯员 陆丽波）日前，新桐乡计生
办、妇联联合开展计划生育困难家庭慰问活动，向
残疾、因病致贫的困难家庭发放计划生育公益金。

活动中，慰问组每到一处，都会了解群众的生
产、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倾听他们的愿望和诉
求，传达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此次受救助的困难家庭共5户，发放公益金
7000 元。今后，新桐乡计生协、妇联还将更多地
走访、了解，使更多的困难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大
家庭的温暖，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日前，灵桥镇组织召开
2018年宣传文化统战工作座谈会，切实做好新一
年灵桥镇宣传文化统战工作。

会上，13 个行政村的宣传文化员回顾总结
2017年以来各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特色亮点，
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就2018年工作思路进
行谋划交流。

2018年，灵桥镇宣传工作，一是要围绕中心抓
宣传。要紧扣主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成
为党的喉舌和利剑。二要结合品牌抓文化。灵桥
拥有“中国书画之乡”的美誉，拥有一大批书画名
人和爱好者，要将这一资源运用到文化礼堂、家风
家训、特色教育中，更好地发扬和传承墨香文化。
三要突出特色抓工作。各村要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地开展文化活动，要培育自己的文化品牌，避免
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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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制砂点的存在，富春江的
江水在个别区域一半清澈，一半却
因洗砂污染浑浊。为保障富春江水
质，还富春江本来面目，鹿山街道以
铁的手腕，按照区里的相关要求，在
街道范围内坚决取缔并关停非法制
砂点，持续打好环境生态转型硬仗。

据悉，鹿山辖区内的制砂点，相
互之间利益错综复杂。为此，街、村
两级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并召集
所有制砂点业主召开大会，明确区
里相关指示，要求其配合做好制砂
点的关停整治工作。同时，充分发
挥人大代表的力量，逐个上门做好

劝说工作。最终，在短短几个月时
间内，制砂业主自行拆除一批，街道
强制拆除一批，至今已全面完成辖
区内制砂点的关停整治工作。这是
鹿山街道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快
砂石、管桩、商混等低端、高污染行
业的整治淘汰步伐的举措之一。

与此同时，鹿山继续以“高精
尖”标准，做好园区物业、道路、路灯
等基础配套项目，规范园区企业生
产经营行为，向“省级示范工业功能
区”迈出坚定的步伐。

东洲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凌鸿）1月22日，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组到东洲
街道开展考核验收。考核验收组听取工
作汇报后，观看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专题片，深入整治核心区块，走街串巷，
进行“地毯式”全面评定。

东洲环境优越，境内拥有二江三岛
二园，山水环境独特。元代书画家黄公
望曾隐居于此，绘就传世名作《富春山居
图》。东洲产业厚实，2017年财政收入达
到11.3亿元，规上工作销售产值达到130
亿元，一二三产均衡发展、特色鲜明。境
内拥有 3000 亩蔬菜、4000 亩葡萄、5000
亩水产以及国内首个农创客小镇，拥有
富春江集团、富生电器、华日冰箱、大华
智联等大型企业，拥有金融小镇、奥特莱
斯、京东、东箭电商等现代服务业。

按照《东洲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规
划设计》，整治区域面积 1.77 平方公里，
包括街道办、奥特莱斯、曜阳老年公寓、
北支江公园以及黄公望村白鹤区块。重
点整治区块为白鹤区块，现有住户 266
户、人口882人。整治项目分六大专项行
动、21个子项目，总投资金额859万元。

东洲街道小城镇综合整治主要做法
是弹好“四重奏”，即建好“风情小镇、文
创小镇、金融小镇、红色小镇”，整体设
计、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协同推进，使小
镇有生气、有活力。分别做好：以风情小
镇建设促进环境优化；以文创小镇建设
提升文化内涵；以金融小镇建设助推产
业发展；以红色小镇建设引领长效管
理。东洲街道将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
市、拥抱新时代，成为产业向东样板区、

乡村振兴示范区、美好生活先行区、党的
建设标杆区。

永昌镇
本报讯（通讯员 俞鹏花）1月17日上

午，永昌镇迎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
级考核验收。考核组一行先后检查了永
昌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台账，并对现
场进行实地考察。

作为第一批整治乡镇，永昌镇坚持
对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要求，专门成
立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镇、村两级全体
干部组成“一办、九组、一巡查队”，分工
明确，责任到人。镇村干部放弃休假时
间，发扬连续攻坚作战精神，白天跑现
场，整治环境，晚上进行汇总，梳理存在
的问题。建立月例会、周汇报、现场办公
制度，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发放宣传
手册、倡议书等，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环境整治工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漂
亮的竹韵美食小镇。

常安镇
本报讯（通讯员 何颖群）1月19日上

午，常安镇环境综合整治迎来省里的考
核验收。在听取汇报、查看台账、实地考
察后，考核组充分肯定常安镇小城镇综
合正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在汇报情况时，常安镇党委书记林
高贤指出，常安镇以“一个中心、两个结
合、三个坚持”的总体工作战略，确保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落到实处。全镇
干群发扬常安铁军精神，坚持“干”字当
头，全力抓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并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下一步，常安镇将持续加大集镇投
入，规划建设提升项目。启动市场化运
作，推进集镇核心区块商业地产开发。
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持续打造“酵素第一
镇”品牌。

万市镇
本报讯（通讯员 盛亚丹）近期，万市

回乡村民纷纷在朋友圈转发小镇新貌图，
由衷地感叹家乡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大。

万市新建成的集镇东入口景观公园
迎接八方来客；改造后的农贸市场旧貌
换新颜；整治后的集镇防洪堤，让葛溪呈
现新风貌；烈士陵园如今更显浩气长存；
背街小巷不见了“脏乱差”，却随处都有
创意新颖的小设计，具有诗画乡愁的墙
体画与斑驳墙体融为一体，色块蔬菜点
缀了菜园子，转角处历史人文故事，诉说
着古老的记忆……走进现在的万市，可
以说处处是风景，随处有惊喜。

作为第一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创建单位，万市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把综合整治作为今年的中心工作，作为
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民生工
程，总投资 6000 多万元，完成了 17 个大
项整治。以“美丽整洁、健康有序、景秀
城美”为目标，从环境卫生、秩序管理、集
镇风貌三大方面进行综合整治，打造“银
杏之乡，美丽万市”。

1 月 18 日下午，万市镇终于迎来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考核验收。一年
来，万市镇整治工作再部署、再安排、再
落实、再整治，特别是最近的两个多月，
镇村（居）干部“5+2”“白+黑”“抢晴天战
雨天”，组团攻坚，成效明显。万市镇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既得到项目验收
组专家的充分肯定，也得到全镇人民的
高度赞誉。

小城镇里有大梦想。万市镇将致力
于打造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小城镇，使万
市真正成为“杏福小镇”，成为人们向往
的宜居家园。

洞桥镇
本报讯（通讯员 宗晓青）1月18日上

午，洞桥镇迎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
级考核验收。

考核组一行抵达后先行召开汇报
会，观看宣传片，并听取镇党委书记丁建
军关于洞桥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汇报，随后检查了整治台账。汇报会
结束后，赴小城镇现场及文村村进行实
地考察。

洞桥镇集镇位于洞桥村，形成于
1988年，东至洞桥镇中心小学，西至胥高
线，南至横洞山山脚，北至皇印石。主干
道为洞桥街和里仁街，其中洞桥街长1.3
公里，里仁街长 0.8 公里，区域面积约
0.33平方公里。集镇居民共258户，人口
约1200人，商贸经营户共85家。

作为富阳区第一批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乡镇，洞桥镇围绕“诗意山乡、花开
洞桥”的主题，立足于“诗意小镇”的定
位，科学规划方案、狠抓项目落实、全面
整治环境、全民参与管理，自2017年1月
启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建设起，
通过一年的时间，总投资4200万元，集中
力量对主入口桥梁、主干道及人行道、房
屋立面、低小散行业、地下管网、河道、集

镇入口和节点景观进行全方位、深层次、
高标准的整治和建设，实现了“一年大变
样”的既定目标。

建设“三美”富阳

周末冒雨整治“花海蓝田”管理用房，拆整制砂点

鹿山街道持续打好转型攻坚硬仗
真抓实干贯彻落实区“两会”精神
记者 王杰通讯员 喻立英

上周末，鹿山的街村干部放弃周末休息时间，持

续推进“花海蓝田”项目，全力拆除“花海蓝田”项目所

涉及的管理房，按区里相关要求整治、拆除制砂点。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区“两会”结束后，鹿山街

道街村干部立即行动，回去就干，真抓实干，全面推进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花海蓝田”项目、制砂点关停

等工作，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区全委会和区“两会”精

神，以及“三看四态促转型”的要求，坚定发展方向不

回头，拥抱富春江、拥抱大都市、拥抱新时代，持续高

质量打好转型攻坚硬仗，为全力加快建设富裕阳光的

大都市新型城区作出应有的贡献。

东洲街道黄公望村

洞桥镇

万市镇

这几天，鹿山的街村干部正在
“花海蓝田”项目上整治管理房。经
前期摸排，共有70余处违规的管理
房需要整治和拆除。鹿山坚持以拆
为主，在保留养殖户、种植户等管理
用房外，将全部拆除其余50多处管
理房，共计面积 2500 平方米左右。
这将为鹿山“花海蓝田”项目的有序
推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7 年 9 月，位于鹿山新区那

120 亩的花海，成了富阳人朋友圈
的“网红”。鹿山参照“狄浦模式”，
在新区 9 号路以南、原 320 国道以
西、中埠大道以北、鹿山大道以东
区块的闲置土地种植“四季花海”，
精心“整容”。这一成本低、易养
护、视觉美、可防尘、效果好的方
式，不仅有效减少了新区原来扬尘
漫天、渣土乱倒的现象，还把全街
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打造全域

化景观工程，提升了街道的整体形
象和品质，增加了新区的“颜值”，
成为环境整治过程中一大亮眼的
成果。

2018 年，鹿山将完成造型设
计、花籽抛撒等工作，实现“花中城、
城中珍”的全域化景观效果。目前，
300多亩土地上已经播种了花籽，其
余土地将于3月完成播种。

街道办事处主任俞国林说，鹿

山是富阳拥江发展、融合发展、转
型发展和统筹发展的重要战场，交
通优势明显，又拥有得天独厚的山
水资源。鹿山在建设的同时不忘
环境整治，坚持以“打造最美新城
区”为总目标，持续推动环境大优
化，打好环境提升“组合拳”，通过
多种成本低、效果好的途径扮美新
城区。

鹿山街道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提升改造项目，按照集镇“三横
四纵一渠六区块”的总体思路展
开，共分 14 个大项、29 个子项目，
整治面积约 0.6 平方公里。目前，
该项目总承包模式招投标已经结
束，已启动施工监理单位招投标工
作。加快工程项目施工方案设计，
已先后开展街道相关科室及所在

村联席会议、第一轮审查会、设计
方案研讨会等。

此外，已摸清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范围内拟拆除建筑物74处，建
筑面积4627.79平方米，计划年前进
行拆除。

记者了解到，在去年 12 月底，
鹿山还出台了《鹿山街道落实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路长制”实

施方案》，包括主干道路（工农路、
康复路）和次干道路（青春路、金鑫
路、阳光路、新建路、中心路），通
过竖牌公示、日常巡查、问题收集
与处置、定期会商及长效管理等举
措，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涉及道
路为重点，着力落实各项整治项目
和整治任务，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
的相关问题，按时完成整治任务，

确保顺利通过考核验收。以提升
街道小城镇环境面貌为重点，依托

“门前新三包”、“四个平台”建设、
“四边三化”行动等工作，建立一套
能够及时发现、协调、解决问题的
工作机制，落实各项长效管理措
施，营造整洁、有序、和谐、优美的
城镇环境。

全面整治“花海蓝田”涉及的管理房，实现“花中城、城中珍”的全域化景观效果

实行“路长制”，项目有序推进，“三横四纵一渠六区块”全面提升集镇品位

关停制砂点，淘汰落后产能，以“高精尖”标准，提升功能区环境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迎来“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