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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程月琴）昨日，
富阳区教育局与杭州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签约暨杭
州师范大学附属东吴小学揭牌仪式在东吴小学举
行。副区长孙洁参加。

9月28日，富阳区政府与杭州师范大学签署
教育合作项目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其中一
项是，杭师大在现东吴小学的基础上组建“杭州师
范大学附属东吴小学”，充分发挥杭师大的品牌、
教育资源优势与富阳区的政策环境和区域资源优
势，努力办好最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力争用几年
时间，把杭师大附属东吴小学办成“理念先进、质
量优异、特色鲜明”的区内外品牌学校。

“这是东吴小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
也是我区教育发展的盛事。”在揭牌仪式上，孙洁

向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祝贺。她说，这标志着我区
与杭师大教育合作战略的其中一个项目正式落
地，也标志着东吴小学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区委区
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发展，全力营造良好
的合作环境。

孙洁说，希望杭师大的管理、专家团队倾力相
助，为我区基础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升
出谋划策，推动富阳教育再上新台阶。希望杭师
大附属东吴小学能立足新起点，在高校专家团队
的指引下，努力实现教学高质量、师生高素质、学
生有特长、办学有特色的办学目标，努力创建具有
区域特色的优质教育品牌。

接下来，杭师大附属东吴小学合作各方将联
合成立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杭师大将选派专家团队赴杭师大附属东吴小
学开展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合作，规划制
定学校发展目标，凝练办学特色，指导课程教学改
革和文化建设，开展教师培养工作，提升教师教研
水平，提高国际化程度，促进与其他杭师大附属学
校开展校际交流。下一步，区教育局将进一步深
化与杭师大的合作，适时组建杭师大附属东吴教
育集团，整体提升鹿山新区教育水平，从而辐射全
区。

杭师大是杭州市重点综合性大学、浙江省重
点建设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示范高校，采
用合作办学模式，已经建立了多所附属学校，在学
校文化、教师队伍、教科研项目和校外课程建设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管理优势。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东吴小学昨揭牌
适时将组建杭师大附属东吴教育集团，整体提升鹿山新区教育水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12月4日，我区召
开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推进会。副区长、区消
安委主任赵志军参加。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火灾隐患视频片，富阳
消防大队相关负责人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区火灾形
势及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区消安委相关
负责人还部署了下阶段具体工作。

赵志军首先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和感
谢。他表示今年以来，富阳按照上级消防安全三

年翻身仗特别是我区三年行动计划要求，强化落
实消防责任，破解突出重点难题，扎实有效推进各
类专项行动。

赵志军强调，消防安全事关全区人民群众的
平安幸福，要清醒认识消防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
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全力打赢冬防消防安全攻
坚战。一要衔接更紧密。在排查发现和整改处罚
衔接上要更加紧密，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跟
进，坚持严管重处，强化隐患消除。二要宣传再加

力。区消安委成员单位、乡镇（街道）都要树立“宣
传就是战斗力”的理念，广泛发动、全面动员开展
宣传教育工作，加大“心防”建设，提升安全意识。
三要科技再融入。要紧跟科技信息发展步伐，利
用信息化手段、智能化工具提升智慧消防安全工
作，推动智慧用电、无线烟感建设，提升消防安全
等级。四要责任再压实。分管领导要脚踏实地抓
落实、抓推进，亲自主抓、亲自督导，确保责任层层
传递、级级压实。

富阳召开今冬明春火灾防控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乔雪媛）昨日，记者从

区水利水电局了解到，自今年以来，我区以“五水共治”
为契机，以水环境治理为突破口，针对全区河道、湖泊管
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
治，扎实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的各项工作。目前，富
阳已完成113.55公里的河道普查，并展开拆违工作，违
建点拆除完成率达100%。

今年富阳计划完成葛溪、大源溪等5条区级“无违
建河道”的创建任务。区水利水电局为此多次召开水
政监察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年度创建任务，并于1月初
印发《关于做好 2018 年“无违建河道”创建工作的通
知》，春节前即已部署开展全区涉河建设项目汛前检查
与河道清障任务，同步推进“无违建河道”创建相关工
作。

今年以来，区水利水电局做好多级联动，结合五
水共治，加强区镇村三级联动，依托河道河长建立专
门巡查队伍，对创建河道加大巡查频率，对属地区域
内涉水违法行为当场制止、劝阻拆除，并协调有关部
门执法人员，成立联合巡查队伍，发现问题及时共享
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协调、早处理；同时利用无人机
航拍实现对 5 条区河道动态实时掌握，并对疑似违章
建筑逐一复核、逐一排查，实现了违建零增长。截至
目前共排查出创建河道管理范围内违建点 2 处，面积
783.2平方米。

区水利水电局相关负责人称，对于违建点，将实行
清单管理、挂图作战，落实责任主体，明确时限，逐一销
号解决，同时将对标更高标准，执行更严力度，切实加强
监督考核力度，逐步建立起乡镇（街道）无违建河道管理
长效机制。

违建点拆除完成率达100%

富阳完成百余公里
“无违建河道”创建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单妍）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突出反映改革开放
40年来杭州市区、富阳的重大变化，昨日，由区档案局主
办的“富阳记忆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巡回展览在杭州科
技职业技术学院拉开帷幕。

现场展览分为交通、支付、道路、居住等篇章，对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变化进行了系统回顾。几位同学
在看到粮票、车票这些原始凭证时，纷纷表示：“虽然
这些东西我没使用过，但我家里还有许多粮票”。“希
望祖国越来越好”“爱杭州、爱富阳”……观展后，同学
们纷纷拿起手机关注富阳档案公众号，并在活动展板
上签下自己的感言，“希望今后能通过网络平台看到
更多记载富阳今昔变化的内容，加深对这片土地的了
解。”

据悉，本次巡回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2月底。其中，
在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7 日。
12月8日和12月10日，展览将分别在富春山馆档案馆
内和区体育中心与广大市民见面，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
往观看。

“富阳记忆档案见证改革开放”
巡回展览开幕

展览现场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昨日上午，杭州市法
治政府建设推进会暨预防化解行政争议工作联
席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贯彻落实浙江省预防和
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第九次联席会议精神，总结
交流杭州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工作经验做法，
分析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法治政府建设
工作。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霖在富阳分会
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省法治

政府建设推进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加快法治政府
建设的重大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聚焦
重点领域、重点层次、重点环节，全力推动杭州政
府法治化水平再上新台阶，为杭州世界名城建设
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会议强调，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重要内容，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是推动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全
市政府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进

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
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杭州市会议结束后富阳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继续开会。张霖充分肯定近年来富阳法治政府建
设和预防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要求
各相关部门及乡镇（街道）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
关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从提高行政复
议审理质量、加强行政调解工作、提升行政诉讼应
诉能力等工作入手，多措并举推进富阳法治政府
建设。

杭州市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会召开

390份“无限期”的“夕阳红”服
务承诺

这支成立于 2002 年的电力便民志愿者服
务队，每月都会定期走进社区宣传用电知识、帮
助居民修理家用电器，他们专业快速的服务态
度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从2008年开始，
服务队扩充“业务”，专门开展了“夕阳红电力服
务”，面向城区65周岁及以上孤寡、空巢、伤残
老人及离退休干部发放“夕阳红”服务卡，连续
十年，一直免费为这些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上门
用电服务。

今年80岁的王大伯住在邑祖庙弄，居住的
房屋房龄已有28年。说起服务队，他的话匣子
一下子就打开了。

王大伯与服务队的渊源起源与几年前家中
发生的一件“怪事”：电饭煲插座插上后摸上去
总是一阵发麻。当时王大伯以为是电饭煲接触
不良，想找人修修，正好遇到在社区“摆摊”为市
民免费修理小家电的服务队队员马国泉师傅。
马师傅带着工具到了王大伯家里，对整幢楼的
表箱仔细检查后发现，原来是楼上邻居家导线
跟接地线搭牢发生短路，使这一幢楼的家电都
有这种漏电现象。在马师傅的帮助下，王大伯
家的“怪事”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他与服务队
的缘分也就此结下。

从小家电维修到家里的线路更换，这些年
来，每当王大伯遇到用电方面的困难，总是会拨
打马师傅的电话，而马师傅也总会在第一时间
赶过来。“多亏了马师傅他们，我们这个老房子
住的时间长了，最担心的就是用电问题，这里的
电线出现老化，家里电器一增加，电负荷上去，
就会发生故障，而想找个好的电工没那么容
易。”王大伯说。

在富阳城区，像王大伯这样遇到用电问题
的老人并不在少数，志愿者服务队的存在就像
一束光，不仅解决了老人们的用电困难，也照亮

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带来了舒适的用电体验。

300多个周末志愿为市民修理
小家电

2012年3月，团区委与党员服务中心在秦望
广场开辟了一个“雷锋角”，每周六组织志愿者开
展便民服务。富阳区供电公司的志愿者服务队
是“雷锋角”的元老级志愿队，6年来队员们放弃
300多个周末，为千余名市民提供家用电器的维
修服务，成为了“雷锋角”的一张“金名片”。

市民李大妈家里的微波炉前阵子坏了，听
说“雷锋角”可以免费修理，就直接拿到了那里，
没想到电力师傅没花多少时间就修好了。“这种
小家电扔了可惜，重新买一个得花不少钱，拿去

修理部修，不管修得好修不好，至少得要个三五
十块钱。”李大妈老两口靠退休金过日子，平时
钱用得很仔细，能少花尽量少花。

“电器是越小越难修，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
电路、主板等精细的东西，如果只是焊接处松
了，我们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电器零部件坏
了，就需要用户自己去购买零件。”马国泉说。

除了提供电风扇、电茶壶、电饭煲等小家电
定点维修服务，志愿者服务队还提供了电话预
约服务，可以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为他们提供检修排查表后电气线路故障、更换
开关插座等服务。截至目前，这支志愿者服务
队已经跑遍了各个乡镇（街道），为上千户家庭
提供免费用电维修服务，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
评。

免费维修小家电、为社区老人上门提供用电服务

这些小事他们已坚持做了十年
记者 董剑飞通讯员 汪晓池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国网杭州市富阳区供电公司有支志愿者服务队，在十年时间里一直坚持做着一件

事：结对城区300多户老年人家庭，免费为他们提供小家电维修、线路检查等用电服务。

区供电公司志愿者服务队在“雷锋角”为群众修理小家电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董琳洁）近日，区动物
卫生监督所外来动物产品报验点在东洲街道正式设立
并运行。今后，凡杭州市外动物产品调入富阳，经营者
应持有效检疫证、运载工具消毒证和备案单等到报验点
进行报验。

据了解，富阳区外来动物产品报验点设在东洲街道
的杭州富阳振翔冷藏服务有限公司内，主要受理落地报
告申请并查证验物，做好落地报告受理的相关记录。

据称，今后从市外调入动物产品的，在到达富阳区
24小时内，必须到报验点现场报告，由检疫人员查验证
物，确认产品合格合规后，在《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上加盖“现场报告专用签章”。

区动物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说，“非洲猪瘟疫情
的发展，使肉品市场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给调运企业带
来了发展机遇，也对动物卫生监督工作带来很大的考
验，此次外来动物产品报验点的设立运行，标志着我区
外来动物产品落地报验工作走上了规范化步子，同时也
筑起了非洲猪瘟疫病防控的一道围墙。”

企业负责人称，报验点正式运行后，将进一步强化
企业的主体责任，做好管理消毒措施，严防疫情传播，确
保肉品的安全供给。

外来动物产品报验点
揭牌并正式运行

市外调入动物产品到达富阳24小时内
必须到报验点现场报告加盖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