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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土长的富阳人，方言发音人正在招募中
目前，富阳区语委办的方言调查工作已进入方言发音人招募、遴选阶段。你或者你身边有人会说地道的富阳方言吗？请快来报名吧！据了解，本次需

要招募老年男性、青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女性等4类汉语方言发音人若干名。

点赞美丽富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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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在富阳
经商的陈宏波，今年初多了一个
身份：老家新登镇湘溪村乡贤协
会第一届理事会秘书长。

这是杭州地区首个村级乡贤
协会，目前正在登记注册社团组
织。因为又增加了 10 多名会员，
陈宏波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料，为
此基本上每个星期回一趟村里。

从16岁离开村子，28年来，他
从未如此频繁地与家乡发生关
系。虽然没有一分酬劳，陈宏波
却甘之如饴。“多做点事，就是想
让这个养育我长大的地方变得更
好。”

新登镇湘溪村是杭州的“明
星村”，荣誉数不清。然而，农村
毕竟是农村，缺人才、缺智力、缺

财力。“我们村出了不少企业家、
干部、知识分子，这些年为村里发
展捐钱出力，做了许多贡献。可
是因为没有组织载体，乡贤们建
言献策缺少便捷的沟通途径。”湘
溪村党委书记王金明遇到了瓶
颈。

2016年1月，新登镇机关事业
退休人员支部委员会下发了《关
于开展新乡贤建设主题活动的通
知》，目标是通过倡导新乡贤文
化，探索构建乡村善治新模式。
文件中首次提出，要组镇村两级
乡贤协会等社会组织。

随后一年时间，该支委会在
镇党委的支持下多次召开新乡贤
文化研讨会，制定新乡贤的范围
标准、组织形式及精神嘉奖办法，

并正式决定在村一级试点组建乡
贤协会。新登镇的政策导向和湘
溪村的内在需求一拍即合，镇村
两级积极筹备湘溪村乡贤协会成
立事宜。

2018年2月20日，正月初五，
新登镇湘溪村乡贤理事会成立暨
湘溪发展研讨大会召开。理事会
成立后，做了三件事。

头一件是注册成立杭州湘溪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解决乡贤理
事会的造血功能。陈宏波说：“做
企业的人最关注可持续发展问
题，光靠会费是没办法为村里做
大事的。”有了实体化运作，理事
会就可以发挥专长，招商引资、做
大资金，而所有收入全部用于村
公益事业，理事们不得分厘。

第二件是注册商标“皇金万
两”，理事罗俊提出创意并设计，
脱胎于湘溪古银杏。今后湘溪
农产品、旅游产品均使用此商
标。

第三件是理事出钱带村干部
前往山东寿光考察观光农业，并
联系寿光方面人才来村里指导。

为让理事会规范化运行，3月
30 日，理事会向区民政局递交了
成立湘溪村乡贤协会的申请，目
前已通过预核准。

如今，“培育新乡贤文化”写
入了新登镇政府工作报告。搭平
台、解乡愁、促振兴，畅通乡贤回
归路，“让空心的乡土社会重新厚
重起来”，这是新登对湘溪试点的
期望。

杭州首个村级乡贤协会诞生
新登镇在湘溪村探索构建乡村善治新模式

乡村振兴
如何用好
乡贤资源

常安镇沧洲村新乡贤方凯
改造的农家书屋“我们看书吧”

▲

常安提出“乡贤
聚力”战略，大源发动
乡贤良才回村任职

新登更进一步，试
点村级乡贤协会，探索

“乡贤+”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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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
员 汪洋 陈玮）老家湖南的田
先生，几年前来富阳打拼。去
年，他在东洲街道买了套商品
房，想在这里安家。可杭州自
2016 年 9 月起暂停了购房入
户政策，富阳也在范围内，田
先生“迁户口”的事因此一直
搁置。

今年3月，市政府调整了
杭州市全日制高校大专紧缺
专业人才引进办理有关事项，
紧缺专业由原来的56个重新
调整确定为 76 个，田先生毕
业的“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刚好就在其中。

于是，田先生来到东洲派
出所咨询户口迁移流程，窗口
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给他讲

解了户口迁移办理流程和填
表说明。5月10日，他来到东
洲派出所户籍室提交申请材
料，短短几分钟，户籍民警就
为他办好了户口迁移手续，并
更换了身份证。

“为迁户口等了那么多
年，今天几分钟就解决了。”拿
到新户口簿，田先生连说“感
谢”“太满意了，对政策满意，
对你们的服务态度也满意！”

据悉，公安富阳分局所有
户籍窗口从今年 4 月 15 日起
全面执行全日制普通高校大
专紧缺专业人才引进新政策，
35周岁以下，符合紧缺专业目
录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紧缺专
业往届大专毕业生，可直接到
拟落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

最多跑一次

76个紧缺专业毕业生
可以直接在富阳落户

被“迁户口”困扰多年的湖南小伙
成了首个按新政落户的“新富阳人”

扫描左边二维码，了解紧缺专业目录

1.符合紧缺专业目录的
普通高等教育专科毕业证书；

2.本人居民户口簿和居
民身份证（或者户籍证明及居
民身份证）；

3.与用人单位签订的一
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4.最近连续 12 个月本市
就业单位社保缴费记录；

5.相关落户地址。其中落
户地址为个人购买的产权房
的，提供房产证；落户地址为
挂靠亲友的，提供亲友的房产
证、居民户口簿和产权人及户
主共同签署的同意落户声明；

落户地址为集体户口的，提供
相应的单位同意落户意见书；

6.在杭居住登记满一年
的居住证明（浙江省居住证、
浙江省人才居住证）。其中，
需随迁未成年子女的，需同时
提供子女的居民户口簿和出
生医学证明、父母的结婚证。

备注：按照“最多跑一次”
改革精神，对通过系统可以查
询并验证的社保缴纳证明、房
产信息、居住登记信息可不提
供，由公安机关直接查询打印
留档。其余材料均需携带原
件及复印件去办理。

申报时需要带哪些材料新闻链接：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下
午，区委书记朱党其赴永昌镇调
研。他强调，要树立一流发展目
标，用好既有优势资源，突出重点
抓人促事，打造一流山村田园风
光、特色产业品牌小镇，构建美丽
环境、和谐人文，推动永昌乡村振
兴工作走在全区前列。区政协副
主席孙晓明陪同。

朱党其一行先后踏看了永昌
农贸市场建设情况、唐昌村村级闲
置资产盘活项目和青何村历史文
化村创建工作。在随后召开的座
谈会上，永昌镇党委书记蒋建军作
工作汇报。今年以来，永昌镇全面
打响美丽集镇、美丽乡村、美丽经
济、民生实事、干部队伍转型五大
攻坚战，党建、环境、经济发展总体
向好，拖了 5 年以上的半拉子遗留

问题得以基本平稳解决。
朱党其充分肯定永昌镇前一

阶段的工作成绩。他说，在新一届
镇党委班子的带领下，永昌生态环
境更加优美，美丽乡村建设纵深推
进，产业发展势头总体良好，充分
彰显了永昌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下一步，要继续牢固树立“党建强
则发展强”的理念，夯实基层发展
基础，保持拼搏奋进状态，不骄不
躁、再接再厉，推动乡村振兴走在
全区前列。

朱党其指出，要树立更高的发
展目标。镇党委政府要明确发展
方向，树立一流目标，凝聚起全镇
党员干部群众的力量，全力打造一
流的山村田园风光、特色产业品牌
小镇，构建美丽环境、和谐人文，推
动美丽经济纵深发展，让美丽事业

推动乡村振兴。
朱党其强调，要发挥自身优

势，用好既有资源。发挥党建基础
扎实的优势，进一步增强镇村两级
干部建设，提高战斗力。认清日益
凸显的交通区位优势和生态环境
优势，坚持发展与保护同步推进。
用足现有产业基础优势，提高特色
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统筹发展
美丽经济的丰富资源，发挥人文、
自然、产业资源叠加优势，做好优
质项目招引落地。

朱党其强调，要突出重点谋发
展。抓住关键人，进一步巩固镇党
委政府和机关干部的发展共识，坚
定发展目标，强化执行效能；打造
一支善于发展的村干部队伍，提高
村干部的政治意识、发展意识、廉
政意识，不断提高村干部谋划发

展、推动发展的能力。紧盯重点
事，美丽乡村要深入研究全域景区
化建设，念好美丽乡村建设“三字
经”，努力实现房子有人居住、土地
有人耕种、产业有人兴旺、“三园”
有人美丽、文化有人传承、和谐有
人构筑“六个有”目标；做大乡村旅
游经济、林下经济、龙头企业带动
的产业经济、传统制造业文章，鼓
励项目“走出去、引进来”，加大政
策扶持力度，推动特色产业的标准
化、规模化、链条化，做大做强美丽
经济；大力实施农村“领头雁”工
程，挖掘培育一批美丽乡村、美丽
经济、传统工艺等细分领域的先进
典型，通过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
带动村民投身于美丽乡村、美丽经
济建设。

朱党其在永昌镇调研时强调

树立更高目标用好优势资源
推动乡村振兴走在全区前列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吴玉凤来到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
调研秦望区块房屋搬迁等重大项目推进情况。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霖陪同调研。

吴玉凤一行慰问了指挥部一线工作人员，并
召开会议，听取秦望区块有机更新相关工作汇
报。今年，富阳正式启动秦望区块三、四片区房
屋搬迁工作，共涉及房屋2667套。自3月23日
开展入户调查以来，各项工作总体进展顺利。截
至5月11日，已全面完成2667套房屋的调查复
核、房屋测绘以及入户评估初评工作。目前，房
屋复评工作已全面启动。与此同时，两个安置区
块项目顺利推进，3月底开始试桩，4月底开始土
方外运，现已基本具备全面开工条件。

吴玉凤充分肯定秦望区块有机更新指挥部
前期工作。她说，指挥部干部队伍始终保持良
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热情投入工作，测绘评估把
关严谨，遏制抢装态势及时，社会舆情总体平
稳，安置建设推进良好，棚改项目对接顺利，各
项工作均取得良好成效。指挥部要在去年秦望
一、二片区房屋搬迁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接再
厉，扎实推进秦望三、四片区房屋搬迁工作。

吴玉凤强调，要分析充分、准备充分、沟通充
分,一鼓作气，确保秦望区块三、四片区房屋搬迁
平稳顺利推进。一要严把政策。重点做好整体
区块前后衔接和平衡、政策准确解读和样本评
估，以公平、公正提升公信力。二要做足前期。
做到无差错复核复评，人性化集中签约，针对性
研判重点，宣传好正面典型。三要严守纪律。工
作人员要清正廉洁，社会中介要公正把关，发挥
好党员干部、代表委员等先锋模范作用。四要推
进安置。坚持安全质量优先，抢抓项目推进节
点，争创群众满意工程。五要强化保障。要充分
对接，主动作为，落实要素保障，有序推进各项工
作。六要完善后续。在搬迁签约过程中要同步
考虑后续腾空和拆除工作。在秦望区块房屋搬
迁全面完成后，要迅速跟进审计，完善一年一审
制度，确保所有档案资料全部入库。

会后，吴玉凤一行来到秦望区块安置房在
建项目现场，实地踏看安置房项目推进情况。

此外，吴玉凤一行还前往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洲新区，现
场督查省重点项目杭州永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特种光棒光纤产
业项目进展情况。该项目用地155亩，计划总投资10.9亿元，分
两期建设，全部投产后年销售额将达到20亿元。目前，项目已累
计完成总投资4.5亿元，预计到2018年底完成投资6.5亿元，总体
进展顺利。吴玉凤肯定项目推进情况，希望企业和项目建设单
位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班加点，抢抓进度，争取早日投产见
效。同时，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结合服务企业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深入项目一线，主动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助推重大项目
建设，努力扩大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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