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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区
“三看四态促转型”
第三次战斗动员大会精神

区委办：

积极推动
“三高”各项工作高标准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申屠一夫）昨日，区委办公室召
开全体干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区“三看四态促转
型”第三次战斗动员大会精神。
会议认为，全区“三看四态促转型”第三次战斗
动员大会是富阳转型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
承前启后、升级转段的重要会议。会议明确的“三
高”发展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指导思
想，将对富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会议进
一步动员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三看四态促
转型”不动摇，为富阳转段战斗明确了方向、路径和
重点。
会议要求，要当好学习先行者。通过全办干部
会议、
“每月一讲”、中心组学习会、专题会等形式，认
真学习贯彻本次会议精神，特别是把学习的重点放
在区委书记朱党其重要讲话原文上，全办干部职工
要认真反复研读，充分认识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全
面把握区委的新思路、新战略、新部署，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认清
富阳发展实际，明确今后主攻方向。

要当好宣传宣讲的先行者。发挥牵头抓总作
用，会同宣传部门认真抓好此次大会精神的宣传引
导，精心组织宣传报道，确保会议精神全面、及时、准
确传达到基层，深入人心；组织开展解放思想大讨
论，引导机关广大干部进一步解决创新观念、增强能
力、提高效率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激励推动思想再
解放、改革再深入、发展再加力，推动全区迅速兴起
学习贯彻热潮。
要当好贯彻落实的先行者。全区“三看四态促
转型”战斗的升级转段对今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办公室每位同志要立足自身岗位，结合本职工
作，积极参与到“三高”建设中去。全办上下将继续
深入推进“每月一讲”活动，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
勤学善思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业务能力；广泛收
集信息素材，挖掘研究信息内容，总结提炼“三高”发
展中的特色亮点，为富阳发展营造更有利的社会环
境；加大督查考核力度，以敢于破难的态度和手段积
极推动“三高”各项工作高标准落地，提升党员干部
推动都市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区政府办：

提高站位主动转型 当好攻坚冲锋的表率
本报讯（通讯员 李军浩）昨日，区政府办公室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区“三看四态促转型”第三
次战斗动员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此
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进一步提高政府
办公室工作的学习力、创新力、执行力、落实力，提高
站位、主动转型，以笃行实干的作风，当好攻坚冲锋
的表率，为富阳加快高质量转型、建设大都市新型城
区作出应有贡献。
提高站位。要学习贯彻、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
好此次大会精神，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区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既要充分认识这两年来富阳推进“四
态转型”的巨大变化，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更要有对
富阳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富阳战略目标、转型
发展的长远考虑，拓宽视野,提高眼界。要牢牢把握
富阳发展转段升级的新要求、新目标、新部署，围绕
“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水平社会治
理”，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增强本领、落实举措，实
现工作重心、工作措施、工作模式、工作状态的有力
转型。

提升能力。首要的是学习力，要把学习作为履
职尽责的第一需要，坚持在学习中增强本领，在实践
中锻炼提升，主动适应从破向立、从拆转建的转变，
切实提高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关键的
是创新力，要强化系统谋划，积极转换思路，针对土
地空间、资金保障、项目引进等瓶颈，加强调查研究，
着力找准突破口和切入点，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
建议。落脚的是执行力，要抓紧制定好三年行动计
划，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清单化、责任化，一个
一个抓推进，
一项一项抓落实。
敢打硬仗。全办干部要强化问题导向、结果导
向，针对征地拆迁、审批提速、项目落地等症结问题
和难点痛点，切实加大协调和督查力度，主动担责，
破难攻坚，以更加精准、更加全面、更加有力的措施，
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实不打折扣。要持续深化“两
强三提高”和“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全面
提升办公室打硬仗的能力，做到想作为、敢作为、会
作为、有作为，在富阳加快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当先锋
作表率。

区人大办：

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刘哲）昨日上午，
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迅速
传达学习全区“三看四态促转型”第三次战斗动员大
会精神。
会议认为，
“ 三看四态促转型”第三次战斗动员
大会回顾总结了两年来富阳转型发展的成绩，指出
了存在的问题，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和
主要任务，既是一次凝聚共识、坚定信心的大会，更
是一次升级转段、开拓创新的大会。区人大机关全
体干部要学习贯彻、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此次大会
精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
增强服务发展大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会议强调，区人大机关全体干部要围绕“如何在
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为”这个主题，结合
自身工作职责，
高标准谋划人大工作。
要在学习上作表率，确保对此次大会的决策部
署了然于胸，在学深学透的基础上，努力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和“三看四态促转型”战斗动员大会精神结合起来；

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人大工作的
强大精神动力。
要在工作上作表率，紧紧围绕全区“三看四态促
转型”战略部署，将推动“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
建设、高水平社会治理”作为人大服务保障重点，在
服务大局上贡献人大力量。认真做好政府民生实事
项目监督和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监督等工作，充分发
挥人大在民生法治重点领域的监督职能；继续完善
“一府两院”工作报告会“代表问政”、生态环境报告
等人大创新实践，围绕“最多跑一次”等改革难点问
题开展监督，
持续助力改革创新。
要在作风上作表率，区人大机关要拉高标杆，针
对此次大会提出来的工作目标，以更高追求谋划人
大工作；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奋发有为
的工作激情，积极推进人大工作制度创新、方法创
新、活动创新，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展现人大新作
为，为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区政协一办六委：

凝心聚力谋
“三高”协商民主促转型
本报讯（通讯员 陆勤波）昨日下午，区政协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全区“三看四态促转型”第三次战斗
动员大会精神。会议认为，此次战斗动员大会是一
次承前启后、升级转段的大会，全面总结了两年来转
型破题成绩，明确了新阶段转型发展目标和任务；是
一次凝心聚力、提振士气的大会，进一步激发了全区
上下朝着转型目标锲而不舍、不断奋进的斗志。
会议要求，区政协一办六委和全体工作人员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政协独特的优势和
作用，围绕“三高”发展新要求，全力助推富裕阳光的
大都市新型城区建设。
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抓落实。要把学习贯彻
此次大会精神作为政协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及时
通过会议、文件和信息推送，传达到全体政协委员和
政协各参加单位，切实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并统一
到“三看四态促转型”新要求新部署新任务上来，对
标先进、查找不足，以更优的理念、更高的标准、更好
的状态、更实的作风，
助推富阳高质量转型发展。
要发挥优势、履职尽责抓落实。要充分发挥人

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
扣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要充
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钉钉子抓落实的“重要一
锤”作用，助推转型发展的重大决策落地、重大项目
推进、重点任务落实；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密切联系
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畅通党委政府与基层群众的
有效联系渠道，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富
阳高质量转型发展。当前，尤其要把落实会议精神
和做好今年收官工作、谋划明年工作思路有机结合，
着重围绕“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水平
社会治理”方面深入调研、选题立项。
要提升能力、强化保障抓落实。要把抓好此次
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和学习贯彻近期中央、省、市对
政协工作的新要求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在党委的坚
强领导下开展好政协工作。要围绕助推高质量转型
发展，切实强化政协机关党的建设，以党建带队伍、
促履职；要进一步补齐短板、练好内功，不断提高政
协机关干部、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为助推高质量转
型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杭州市富阳区区管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经区委研究，
决定将拟转任重要岗位或拟提拔的 5 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限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的形式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法。
2.反映问题的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
从 11 月 8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共 5 个工作日。
4.公示受理部门：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编：311400，举报电话：
63347007。
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组织部
2018 年 11 月 7 日

杭州市富阳区区管干部任前公示名单
周 妙 荣 ，男 ，汉
族 ，1985 年 9 月 出 生 ，
杭 州 萧 山 人 。 2008 年
7 月参加工作，200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学历。曾任里山
镇党委委员，区委、区
政府督查室副主任
（挂职），里山镇党委副书记。现任常绿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拟任常绿镇党委
书记。

陆兴龙，男，汉族，
1972 年 8 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1996 年 9 月参
加工作，2005 年 6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
历。曾任区环境保护局
党组成员、
副局长，
区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现任区江南新城建设管理
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拟任（提名）区
环境保护局党组副书记、
副局长。

企业 63363100
广告 上门 63327854 部门一 63345158 部门二 63125522 乡镇、
服务 金融 61769663 教 育 61769663 商业、
房产、
家装、
汽车 63139382

蒋鹏燕，女，汉族，
1982 年 8 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2005 年 8 月参
加工作，2004 年 3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
历。现任胥口镇副处
级组织员。拟任常绿
镇党委委员。

关于
我们

赵树生，男，汉族，
1978 年 4 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2000 年 8 月参
加工作，2006 年 1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
学学历。曾任富阳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事故处理中队中队
长。现任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交通
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拟任杭州市公安局
富阳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教导员。

汤健锋，男，汉族，
1977 年 5 月出生，杭州
富阳人。1997 年 8 月参
加工作，2001 年 4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职大
专学历。曾任富阳市公
安局巡（特）警大队副大
队长兼二中队中队长。
现任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新登派出
所教导员。拟任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
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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