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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统战部：为打好转型攻坚硬仗争取广泛人心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楼宗熠 记者 徐时

松）日前，区委统战部召开全体机关干
部会议，传达学习区委一届三次全会、
富阳两会精神，并就下一阶段全区统一
战线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进行研究部署，
重点将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凝心聚力共建新城”
主题活动。要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提升主题活动针对性和实
效性，围绕全会明确的目标任务，通过有
效的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进一步丰富
形式、拓宽途径、突出实效，在横向覆盖

和纵向延伸上下功夫，动员和发动更广
泛的人心力量参与全区中心大局工作。
二是搭建统一战线作用发挥平台。在引
资引智上，通过“统战智库”“乡贤智库”
建设和作用发挥，吸引优质资金、优质项
目和优秀人才来富创新创业。在参政议
政上，用好“建言直通车”渠道，为党外人
士咨政建言拓宽路径，为区委区政府科
学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在促和促稳上，
要发挥同心公益服务中心的牵头协调作
用，建立品牌化、规范化、长效化的社会
服务品牌，并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和

争取人心工作。三是进一步夯实统战工
作基础。要切实抓好《区委关于加强新
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贯
彻落实，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强化工作
担当，提升工作实效。要切实抓好党派
团体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明确职责任务，
强化成员管理，指导党外人士更好地参
与中心工作。要切实抓好乡镇（街道）基
层统战工作规范化推进，解决乡镇街道
基层统战工作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的
问题，有效激发基层统战工作的整体活
力。

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三学四做”持续打好攻坚硬仗
本报讯 近日，开发区召开全体干部

职工大会，专题学习贯彻区委一届三次
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
议指出，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会精
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坚定发展
方向、坚定发展举措，主动作为、持续攻
坚，为加快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
城区作出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更大贡
献。

会议强调，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
紧紧围绕全会提出的“三个拥抱和七大
攻坚硬仗”，更加自觉地扛起开发区的

责任担当，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推进
产城融合、提升发展水平。要深入开展

“三学四做促转型”攻坚行动，通过融杭
发展学余杭、转型发展学萧山、创新发
展学滨江，做强产业、做实要素、做齐配
套、做优环境，在产业培育、要素保障、
公建配套、环境提升等方面精准发力，
努力实现产业业态、城市形态、环境生
态、精神状态的全面转型，全力打造富
阳拥抱大都市的桥头堡、主平台。

会议强调，要把全会部署作为开发
区新一年工作的行动指南，有效推进招
商引资、综合运行、项目建设、服务管理

等各项工作。全力实施招商引资“5100”
工程，即每年引进20家、五年引进100家
高新企业、研发总部，着力优化产业格
局，加快提升产业质量。全力打好空间
拆腾硬仗，重点围绕地铁沿线、高尔夫
路区域，连片征迁、集中谋划、整体推
进。全力推进公建配套项目建设，统筹
四个区域，加快建设进度，切实营造宜
业宜居的城市环境。全力优化软硬环
境，既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企业走访、
培训教育方面等新机制，也要着力加强
环境整治和城市管理工作，提高序化洁
化美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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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门 63327854 部门一 63345158 部门二 63125522 乡镇、企业 63363100

金融 61769663 教 育 61769663 商业、房产、家装、汽车 63139382

单位 人数 金额（元）
浙江振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0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常安镇人民政府 56 31000
富阳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中队 14 5600
第一人民医院 1060 132735
渔山乡中心幼儿园 11 3500
常绿镇中心小学 29 8900
常安镇中心幼儿园 14 44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警务保障室 9 4800
杭州科明电子有限公司 300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龙门派出所 13 5000
场口镇中心幼儿园 20 6200
杭州市富阳区实验中学 185 55900
富春第四幼儿园 5 17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侦大队 53 226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西派出所 49 193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水上派出所 5 26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大源派出所 17 7000
国网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供电有限公司 565 134450

单位 人数 金额（元）
富阳区农林局 284 1193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东派出所 49 210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巡特警大队 23 91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警大队 87 40600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东洲街道办事处 76 44100
富春中学 155 475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东洲派出所 19 7800
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46 21900
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院 426 1290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银湖派出所 27 11000
杭州市富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74 357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所 41 158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万市派出所 12 47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常安派出所 13 52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城南派出所 16 6100
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 7500
杭州富阳江南新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 11700
小计 3477 1043685
总计 20119 7490097.1

杭州市富阳区2018年“春风行动”捐款爱心榜
（2018年1月25日）

全国安全生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赵向军）昨天下午，国务
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区委
常委裘富水在富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新时代安全生
产工作，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实现事故总量、较
大事故、重特大事故“三个继续下降”，重
点行业领域、各地区安全生产状况“两个
总体好转”，但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仍然存在安全生产隐患，本质安全的
基础还不牢固。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的重要思想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

精神，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加快建立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科学
的安全监管体制、严格的监管执法机制和
严密的安全法治体系、风险防控体系、社
会治理体系，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
隐患排查治理，锲而不舍夯实安全生产基
础，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
出新的贡献。

入驻农创客小镇项目路演评审会昨举行

想入驻农创客小镇？亮出你的“干货”来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叶

飞）带上几颗胶囊，就可以随时随地冲
泡出你喜欢的茶、咖啡或者其他喜爱的
饮品；庄稼生病了怎么办？找庄稼医院
啊；水产养殖是不是一定会有污染，而
且还要常换水换药？错！新技术可以
帮你做到零换水、零用药、零排污……
昨日，入驻农创客小镇项目路演评审会
在富阳举行，20 多家农创企业各显身
手，用实力竞争入驻农创客小镇资格。

据了解，本次评审采取“路演+点
评”相结合的模式，路演项目评审从“创
业背景、项目描述、市场分析、团队介
绍、需求描述、风险规避、介绍思路、现
场理解、精神风貌、PPT 展示”等 10 个
方面评分，总分100分，根据评委打分，
总分超过 70 分为项目通过，可成功入
驻农创客小镇。据相关负责人表示，路
演结束得分汇总后，会择时公布通过名
单。

农创客曾祥亮来自温州。10年前，

他大学毕业，就扛着铺盖，借了两百块
路费，到龙港镇当起了农业技术员。
2008年中旬，他开出了温州市第一家庄
稼医院，依托庄稼医院这个平台，建起
冷库、拉来买家、成立合作社，从种子到
销售搞起一条龙服务。他说：“富阳的
区位优势明显，入驻农创客小镇便能立
足杭城，布局全省。加上农创客小镇在
招商和融资方面独特的优势，可以进一
步帮助企业扩大业务和服务范围。”

区农林局局长章永乐表示，富阳在
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下，在东洲街道创
建浙江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农创客小
镇”，以推动各类农业创业创新要素快
速融合互动、发酵裂变，加速农业转型
升级，“农创客小镇建设就是要吸引全
省乃至全国大学生农创客入驻，打造农
业领域‘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
全程孵化链条，成为全省农业领域创业
创新高地”。

农创客小镇位于富阳区东洲街道，
是浙江省第一个农创客小镇。小镇由
创客空间、生活空间、创客基地 3 部分
组成，是一个集聚场地、资源、平台、导
师、伙伴等全要素服务能力的农业众创
空间和孵化园，实现农业领域“创业苗
圃+孵化器+加速器”功能，致力打造农
业版的“云栖小镇”。

目前，小镇规划已初步完成，先期

资金和运营经费已经到位，总部大楼正
在装修，融入农创客元素的精品线路正
在施工，农创客公寓已经落实，1000亩
创业试验基地已流转到位。富阳计划用
3年时间，通过政府扶持和要素集聚，打
造一个核心区1000亩，扩展区5000亩规
模的集生态农业、智慧农业、创意农业于
一体，以产业、科技、人才、互联网为支撑
的农业科技创业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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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打造农业版“云栖小镇”

市总工会来富慰问困难职工、困难劳模家庭
本报讯（记者 章岳群）农历春节将

至，困难职工春节期间的生活始终是各
级工会组织最牵挂的事。1 月 24 日上
午，市总工会副主席龚勤芳一行来富慰
问困难职工、困难劳模家庭。

在城区清风泰安苑的公租房内，龚
勤芳与困难职工王金祥及其爱人亲切
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
况。从事保安工作的王金祥在2017年
6月被确诊为转移性鳞癌（淋巴结继发
恶性肿瘤），在邵逸夫医院手术治疗，花
去大额费用，而妻子患有甲亢，长期服
药，在社区做保洁工作，女儿与儿子分
别就读大学、小学，因夫妻俩工资收入
微薄，看病支出和学费支出多，被列为
全国级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得知情况
后，龚勤芳鼓励他们以积极的心态面对
当前的困难，配合医院治疗，把子女培

养成人。随后，龚勤芳提前祝他们节日
快乐，送上慰问信和4000余元慰问金、
慰问品。

今年63岁的罗祥英曾在1990年获
全国三八红旗手，其丈夫张金木于1991
年获评杭州市农业劳模。罗祥英于
2015 年罹患乳腺癌，长期住院治疗，3
年治疗费达 60 多万元，每月需去杭州
医院复诊化疗。家里因医疗开支巨大，
无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在罗祥英
的家中，龚勤芳送上鲜花及慰问金，并
叮嘱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落实好政
策，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将党的温
暖送到劳模们的心坎上。

据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让困难职工、困难劳模及家庭过好春
节，区总工会将联合基层工会开展好节
前慰问活动，送上温暖和关怀。

《雨花英烈家书（二）》出版收录孙晓梅两封家书
本报讯（记者 徐时松）日前，雨花

英烈史料丛书之《雨花英烈家书（二）》
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收录富阳著名抗日
英烈孙晓梅的两封家书《写给母亲的
信》《写给煦弟的信》。该丛书由雨花台
烈士陵园管理局组织编辑，分为烈士家
书、文集、诗词、日记、烈士个人史料集
等系列，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写给母亲的信》家书中，孙晓梅
面对要求自己离开革命队伍、回家与原
丈夫重归于好的劝诫，毅然回信申明自
己的坚定主张：”我不会被人家利用和
愚弄，我有我的人生目标、理想前途，我
绝不会让自己盲目的陷入黑暗的深渊
里去。”

另据了解，2016年7月，《雨花英烈
家书（一）》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收录了
孙晓梅的两封家书《写给姨母的信》《写
给煦弟的信》。《雨花英烈家书（一）》《雨
花英烈家书（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还
原了烈士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情真意
切、感人肺腑，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书信中所包含的亲情、爱情、友情等情

感伦理和修身、齐家、礼仪、教化等传统
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堂生动活泼的思
想道德教育课程。

孙晓梅（1914—1943），女，浙江富
阳人，1927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高小
毕业后辍学，后自学初中各门课程。曾
在富阳、杭州等地做小学教员。1938年
徒步至皖南泾县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新
四军教导大队学习和农村经济调查研
究组工作。1940年初夏，奔赴苏南敌后
抗日根据地，在江阴夏港一带做民运工

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 1 月任中共镇丹（后改为北山）县委
妇女部部长，7月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
部部长。1941年10月调任中共长江工
委委员、政治交通员。1943年5月在南
京龙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壮烈牺
牲。2015年，孙晓梅入选浙江省第一批
著名抗日烈士名录。

人物名片

本报讯（记者 孙晓 通讯员 张梦菡）
上岗前先集训。1 月 2 日起，以暗访、接
访、走访为主要内容的富阳公务员“三访”
集训活动，“访”出了不少收获。

富阳此次共有44名新录用的公务员
参加“三访”集训活动，分4个活动小组，每
组负责一个乡镇（街道）的走访和暗访活
动。在对“三访”集训活动进行阶段性总
结时，相关部门发现其中有不少“干货”。

1 月 4 日，三访一组的成员走进位于
东洲街道的东箭集团。调研过程中，小组
成员以建设美丽城镇当中如何发挥企业
带头作用、发现企业存在问题、掌握员工
切实诉求为导向，了解企业的发展历程、
特色文化、党建活动，熟悉东箭集团的基

本情况。
三访四组学员在万市镇蹲点。本次

“三访”活动恰逢万市镇迎接小城镇综合
环境整治验收，小组成员主动报名，成为
万市镇交通协管志愿者。整治验收结束
后，小组成员通过实地走访、采访群众、
暗访等形式，更快地走入乡镇、融入乡
镇。“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每
天身体力行的‘三访’活动中，我们了解
到了乡镇工作的现状，让自己能够更好
更快地融入乡镇、做好乡镇工作。”小组
成员陈沈和说。

三访三组学员来到大源，深入了解
搬迁工作。学员们分 3 个小组，分别对
老亭山、震龙、东升 3 个自然村进行深

入走访、暗访，并配合当地搬迁指挥部
开展工作。在村民带领熟悉自然村基
本情况后，学员们分别走村入户，通过
设计发放问卷和聊天的方式，了解情
况，收集意见建议。

三访二组以便民服务为核心，走访了
银湖街道。小组成员在走访高桥村、银湖
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时发现，便民服务中心
涵盖的服务面十分广泛，受理的业务也可
以按时准确的完成，但是群众的参与度并
不高。“所以我们建议应该加强宣传，让村
民都知道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业务范围、
办理流程，实现便民服务‘零距离’。”小组
成员巫立康说。

富阳44名新录用公务员参加“三访”集训活动

“三访”访出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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