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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今天气温 27－37℃，
平均相对湿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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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标本兼治 突出富阳特色
打造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宜居和谐的美丽河道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日，区委
书记朱党其带队调研城区河道综合整
治工程时强调，坚持高标准设计、高质
量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突出富阳特
色，打造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宜居和
谐的美丽河道，切实提升群众生活环
境品质。区领导张霖、
王洪光陪同。
朱党其一行前往城区四号渠金浦
路泵站附近，督查城区河道一期综合
整治工程开展情况，详细查看道路、绿
化、灯光等设施。在随后召开的工作
汇报会上，富阳城投集团负责人汇报

城区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总体推进情
况。城区河道一期综合整治工程实施
范围包括北渠、三号渠、四号渠、五号
渠，并在四号渠选取一个试验段进行
先期实施。四号渠试验段位于金桥社
区北侧，西起金苑路，东至金浦路，全
长约 210 米，绿化面积约 1285 平方米，
目前试验段已经完工。9 月中旬，城
区河道综合整治工程的三号渠、四号
渠、五号渠将全面动工，计划在春节前
完工。
朱党其对四号渠试验段的整治成

效给予肯定。他说，得益于各方的共
同努力，四号渠试验段的环境改善显
著，沿岸景观布局精致，为接下来的城
区河道整治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
步，要以城区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为契
机，围绕“水清流畅、岸绿景美、宜居和
谐”总目标，坚持标本兼治，恢复河道
生态功能，打造具有富阳特色的美丽
河道。
朱党其要求，要保质保量做好截
污纳管、清淤疏浚工作，抓好河道污染
的源头治理，实现“整治一条河道，纳

好一方污水，还民一渠清流”的工作目
标。要因地制宜造打造具有富阳特色
的沿河景观，科学设置慢行系统、夜景
灯光和园林绿化，勇于打破杭派河道
园林的固有模式、打破千篇一律式规
整化设计手法，充分运用本土特色元
素，打造具有四季特色、乡土气息的河
道绿化景观，充分展现城区河道自然
之美。要以人为本优化完善配套设
施，突出实用功能，合理布局体育文化
设施等公共配套设施，不断提升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省政府召开全省质量大会

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省
政府召开全省质量大会，表彰 2017 年
省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和团队，全面
部署全省质量提升行动，深化质量强
省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
展。区领导吴玉凤、丁伟民在富阳分
会场参加。
会议指出，品牌是富有经济价值
的无形资产，也是被客户认可的企业
文化，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质量
第一”
“质量强国”等系列重要指示，紧
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持创新
强省工作导向，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一以贯之推进“标准强省、质量强
省、品牌强省和浙江制造”建设，全面

提升产品、工程、服务质量及产业发展
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区域发展质量，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是
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实际行动，是践行“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迫切需要。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质量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始
终把质量作为发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
取向，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加快走
出一条质量变革之路。一要加强先进
标准建设。深入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
改革试点，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快
建立先进的浙江标准体系。二要增强

优质产品供给，大力弘扬新时代浙商
精神和浙江工匠精神，大力推进技术
创新，不断提升产品、建设工程、服务
和环境质量，进一步完善省市县政府
质量奖体系。三要强化知名品牌培
育，牢固树立“品牌就是竞争力”观念，
制定实施品牌发展战略规划，加强品
牌分类培育，加强品牌保护宣传，打响
“品字标”区域公共品牌，加快提升品
牌美誉度，打造更多百年老店。四要
提升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加强质量基
础设施的统一建设和管理，完善省市
县三级质量基础设施体系。五要健全
质量制度体系，完善“最多跑一次”改
革标准体系、质量法律体系、信用体系

和监管体系，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质量共治格
局。
会后，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就
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作部署。她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认真对照质量提升行动目标任务，做
到任务再部署、工作再深化，按照“全
省有要求、基层有落地、富阳有重点、
创新有特色”的原则对目标任务进行
再分解，以“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试点
区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质量提升行
动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徐
玲）8 月 8 日的《中国环境报》把头版
头条留给了富阳。一篇题为《考评
有压力乡镇有动力 富阳实施乡镇生
态环境质量考评》的新闻报道，详细
介绍了富阳今年创新推出的乡镇
（街 道）生 态 环 境 质 量 考 核 评 价 工
作，为富阳压实基层党政领导生态
环保工作责任的创新之举点赞。
2015 年，富阳在全省范围内率
先推出生态环保责任制度，通过专
题汇报会上面对面报告，构建乡镇
（街道）、村、企业三级责任制度等形
式，让乡镇、村、企业成为了环保工
作的主角，为美丽富阳建设、压实属
地环保责任提供了“有用有效”的生
态建设新模式。2018 年，富阳进一
步探索基层属地环保责任落实，继
生态环境质量报告制度后再推生态
环境质量考核评价制度，将乡镇（街
道）的 生 态 环 保 工 作 从 应 该“ 主 动
做”变成了
“必须做”
。
富阳对乡镇（街道）环保的考核
100 分占了 6 分，分值虽高，考核却缺
少量化内容，部分内容虽然明确了
数据要求，但是缺乏责任挂钩。生
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制度实施之
后，富阳将通过季通报、半年中评、
不定期抽查、年终总评等方式，扎实
推进考评工作，促进乡镇（街道）生
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当前，富阳区已在 24 个乡镇（街
道）建设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还
建立了 9 个溪流水质自动监测站，为
考核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据了解，
目前富阳已经有部分乡镇着手制定
村一级的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制
度，让精细化的生态考核向最基层
延伸。

基层党政领导生态环保工作如何考评？

朱党其在调研城区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时要求

《中国环境报》头版头条推荐富阳经验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区行政服务中心
开通微信预约服务

学习贯彻区委一届四次全会精神

▲

扫描二维码关注区行政
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在下方菜
单中点击“取号预约—办事取
号”即可进入预约界面。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在打硬仗中体现人大作为展现人大担当
区政府党组：

勇担当争一流 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区政协党组：

发挥优势履职尽责 全力助推快转型快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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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洪丽娜）昨日，洪先生
来到区行政服务中心，没有像平时一样到 103 取号窗
口，而是直接走到不动产交易登记综合受理窗口等
待，几分钟后就轮到了他办理业务。原来，他提前通
过区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只要按预约
时间准时到达，凭预约信息就能优先办理业务。
“网上
预约很方便，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预约时间，
过来直接取号办理就可以了。”洪先生说。
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区行政服
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已经实现在线取号和网上预约两
大功能。具体操作方法也很简单，扫描二维码关注区
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在下方菜单中点击“取号
预约—办事取号”即可进入预约界面，点击“在线取
号”或者
“网上预约”，选择所需预约的服务即可。
需要说明的是，
“在线取号”办理的是当天的取号
业务，与办事大厅的取号窗口相同，需要按照取号顺
序排队等待。而“网上预约”，则可以选择对应的时间
段，提前一天预约相关业务。预约成功后，申请人按
约定时间凭预约信息，就可以来办事大厅享受优先办
理服务。如果不是在预约时段取出预约号，预约号将
作为普通号处理。
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同一申请人（即同一个身
份证号码）一个月违约（预约未取号，预约时间段内未
取号）达到 2 次及以上的，会被列入黑名单。被列入
之日起一个月内，
将无法享受预约服务。

澳总理为富春江畔的
一家企业
“点赞”

杭电股份带来的
高质量发展启示
1985 年的富阳城

叶盛高：用镜头记录富阳变迁
40 年波澜壮阔，40 年沧桑巨变，翻看摄影家叶盛高的老照片，你会有一种穿越感，就如打开了一台电影留声机：23 张相
同角度的“富春湾”照片从黑白到彩色到全广角，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长大长高”了；排队买豆制品、白糖，挑井水，一户
农家的建房变迁，在广场公园里健身、起舞……一幅幅照片诉说着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也让我们从中真切感受到了改
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和现代的美好生活。
富阳，这座城市，每天都发生着不一样的故事。照片，就是一段凝结历史画面的故事，40 年里有无数个故事在时代更
迭中悄然发生，透过照片仿佛可以触摸到历史的痕迹。听着叶老的讲述，我们还能看到照片中沉淀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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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与历史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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