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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下
午，富阳召开城乡环境再提升攻坚
行动动员大会，部署城乡环境再提
升工作。区委书记朱党其强调，城
乡环境是一个地方的窗口，反映了
一个地方治理能力、执政能力、投
资吸引能力和群众生活幸福感。
全区上下要坚定目标不动摇，做到
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迅速，整洁有
序迎新春，精神气爽战来年，坚持
不懈推动全区城乡环境再提升。
朱党其充分肯定城乡环境整
治所取得的成绩。他说，过去一
年，全区上下以“一年脱掉一层皮，
干出一番新天地”的干劲，基本解
决了尘土飞扬、垃圾成堆等突出问
题，
“ 三美”建设迈出了可喜一步，
城市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环境持续
改善，赢得了群众的普遍叫好，提
升环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实

践证明，城乡环境改善是群众对建
设美丽富阳的迫切需求，环境治理
工作干到了群众的心窝里。
朱党其指出，对照高标准、严
要求，要清醒认识城乡环境提升过
程中还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
城乡环境“脏乱差”问题容易反复
回潮、整治成效不持久、治理体系
不健全、工作标准不高、群众参与
面不广等问题比较突出。究其根
本，是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不够到
位，尤其是对环境污染的危害认识
不足，
“ 差不多”心态比较普遍，不
愿或不敢得罪人等情况比较突
出。下一步，要坚定目标不动摇，
坚持不懈干下去，不断提升城乡环
境治理水平，全力加快建设富裕阳
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
朱党其要求，要提高认识。强
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抓

拥抱富春江 拥抱大都市 拥抱新时代

环境就是抓民生抓发展”，牢固树
种满园、点漂亮、增收入、人和谐”
立“别人干不好的我们能干好，别
的“三美”建设等各项工作中。要
人干得好的我们能干得更好”的信
落实责任。强化考核督查，做到
念，持之以恒增强韧劲，为实现产
“一级抓着一级干”，确保层层有压
业转型、城市转型营造良好的生态
力、户户有任务，共同推动城乡环
环境。要坚定目标。用三年或更
境再提升。
短的时间，赶到全国一流的方阵
会上，朱党其还就做好春节期
里，巩固长效争创全国最清洁城
间的安全生产、招商引资、关爱弱
市，打造“大气开放、整洁有序、温
势群体等工作提出要求。
馨文明、靓丽繁华”的城市和“乡土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主持
气息、田园风光、地域特色、富阳品
会议，副区长王洪光部署全区城乡
牌”的乡村。要坚持高标准、高要
环境再提升攻坚行动工作任务。
求、严管理、抓提升。在实践中摸
区领导汤金华、陆洪勤、张霖、裘富
索出富阳标准，善用巧力解决长效
水、赵志军、何献忠参加会议。
问题，打造富阳环境整治品牌；严
会上播放了城乡环境暗访视
格执法，强化环境问题源头治理，
频，区住建局、区交通局、公安富阳
严肃查处一批顶风环境违法案
分局、交通集团、银湖街道、胥口
件。要发动群众。各级党员干部
镇、大源镇、环山乡负责人作表态
要示范带头、带领广大群众投入到
发言。
“拆违建、清溪流、扫干净、堆整齐、

贯彻落实区委一届三次全会和 2018 年富阳两会精神

拥抱富春江
到底怎么干
富阳因富春江而名，因富春江而兴。52 公里岸线，蜿蜒曲折，孕育
了
“一江十溪”
，滋润着一方水土。
当前，以 235 公里钱塘江为主轴，杭州正在深入谋划和推进“拥江
发展战略”。位于钱塘江上游的富春江，穿富阳而过，使富春大地当仁
不让地成了兼具潜力和动能的发展地带。
那么，富阳应该如何开发这股潜力，用好这股动能，不负大家所望？
毫无疑问，富阳的关键节点、区块在秦望，在江南，在鹿山；优质资
源更在秦望，在江南，在鹿山。一起来看看，2018 年这三个临富春江而
居的区块，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南新城建设指挥部
做好“快”
“变”
“化”三篇文章，努力把江南新城建设成为在全省、全
国范围内都具有竞争力的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
■城市有机更新指挥部
加快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建设
“都市新区”，
点亮
“城市眼”
■鹿山新城建设指挥部
激发总部商务区活力，提升宜居宜业大环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
拥江发展示范区

朱党其在全区安全生产和春运工作会议上强调

整洁有序迎新春 精神气爽战来年

严抓严管安全生产 确保春运平安畅通

朱党其在全区城乡环境再提升攻坚行动动员大会上强调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方梁 赵向军）临近
春节，为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确
保全区社会大局稳定，昨日，区委区政府召开
全区安全生产和春运工作会议。区委书记朱
党其强调，要认清当前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
势，坚定目标、提高标准、压实责任，全力以赴
打好安全生产保障仗，确保全区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让全区人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区领导吴玉凤、张霖、裘富水、赵志军、王洪光
参加会议。
会议现场播放了安全生产暗访视频。区
委常委裘富水通报了全区 2017 年度安全生产
责任制考核结果，部署 2018 年安全生产、消防
安全和春运工作。2017 年，全区共发生三类
（工矿商贸、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生产安全事
故 78 起，
死亡 82 人，
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2.4%。
朱党其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富阳安全生
产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尤其是安全生产事故总
量偏高、道路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因粗放低下
的生产方式导致安全生产隐患大量存在等问
题比较突出。全区上下必须高度重视，牢固树
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找准症结，抓实整改，全
力筑起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朱党其强调，安全生产工作永无止境，各
级各部门要围绕“两个降低”目标，即确保安全
事故数量下降、事故死亡人数下降，认真回顾
梳理 2017 年生产事故和隐患，吸取教训、总结
经验，切实答好“安全隐患如何消除、安全事故
如何降低、死亡事故如何消除”等问题，拿出有
效具体的解决方案，坚决铲除群众生产生活中
潜在的安全隐患。要严格落实“三个一”工作
方法，即安全生产一刻也不放松、
“一把手”亲
自抓、一抓到底。一刻也不放松是指在任何时
候，任何人都不能在思想上有丝毫的松懈和麻
痹，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一
把手”亲自抓就是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提高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
敢于拉下脸来抓安全生产工作。一抓到底就
是要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
人，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绝不能让安
全生产工作浮于表面。要严格标准、严格要
求、严肃责任，在企业生产、出租房、公共场所、
危化品等方面，坚持城乡统一标准，严管严控、
强化执法，防患于未然，全力以赴打好安全生
产保障仗。
朱党其还就做好春节服务保障工作作出
部署。他说，要继续加大安全生产的宣传力度，重点抓好春运
安全、群体性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等工作，确保全区
社会和谐稳定。要继续做好抗雪防冻工作不松懈，确保市场物
资保障充足、水电气正常供应。要关心关爱困难群体，党员干
部要积极走访、精准帮扶，帮助困难家庭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
节。
会前，区领导张霖、裘富水、赵志军、王洪光分两组，前往客
运南站、杭黄铁路富阳场站建设工地、富阳华润燃气、宝龙城市
广场等地，
实地检查春运筹备和安全生产工作。

春运
“大数据”
发布
2018 年春运从 2 月 1 日开启，至 3 月 12 日结束，总计 40
天。根据预测，今年的春运，由于公交一体化的推进、私家
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等原因，富阳长短途客运车辆的投入
及 旅 客 运 量 、周 转 量 将 大 幅 度 下 降 。 而 公 交 一 体 化 的“ 红
利 ”将 进 一 步 显 现 ，预 计 公 交 接 送 旅 客 的 人 数 将 大 幅 度 增
加。此外，今年的春运客流仍以民工、探亲、旅游、学生客流
为主，其中民工回乡潮为主要客流，春节黄金周将迎来客流
小高峰。

▲

漫行富春江，邀你下一盘
“航行棋”

本报以富春江（富阳段）为线路，结合两岸生态、人文等资源，
制作了一张兼具导览和竞技功能的“航行棋”，邀你一起，在玩耍的
同时，漫行富春江，领略
“母亲河”
的美，
凝心聚力
“拥江发展”
。
游戏规则和传统
“飞行棋”一致，市民需自备骰子、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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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一院一晚接诊 11 名一氧化碳中毒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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