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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路”上的油盐酱醋
高桥加油站以北、舒姑垟桥一带，本地人已经很少居住在这里，各式

农居房大多出租给了附近务工的人。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个外来务
工者的聚居地。贵州人、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其中又以贵州锦屏
人最多，前几年最多的时候这里曾住着好几千锦屏人。于是，私下里这
里有了一个新名字——“锦屏路”。

右图为“锦屏路”上的贵湘园餐馆，是锦屏人老单开的。老单腰不
好，年纪又大，厂里去不了，就和媳妇开了这家小餐馆，维持一家人的生
计。 记者朱啸尘 摄

十件上榜大事（排名不分先后） 本报讯（记者 陈凌）“金固股
份杯”百姓眼中的 2018 年富阳十
件大事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共有近万人
次参与投票。评选活动组委会根
据投票情况，经综合评定，最终确
定了 10 件大事（排名不分先后）：
开启“拥抱”模式，建设大都市新型
城区；全力征迁腾空间，为转型发
展集聚动能；启动“最强支部”创
建，攻坚擂台再敲战鼓；农事节庆
活动有爆款，美丽经济结硕果；富
通收购上市公司鑫茂科技，助力富
阳工业企业做大做强；亚运会新建
场馆开工建设，“亚运综合体”效应
显现；调整社区规模，提升基层治
理水平；成立联审联批中心，推动
项目审批加速跑；杭黄高铁通车，
富阳迎来“高铁时代”；江南区块定

名“杭州富春湾新城”，以全新姿态
再出发。

本报今日起将对十件大事进
行回访，并于明日起推出专题报
道。

此次评选活动，本报从参与投
票的读者、网友中，抽取产生了20
位幸运者，每人获赠一张百元小礼
品一份。其中，通过寄送选票参与
活动的幸运读者 10 位，通过微信
渠道参与投票的幸运网友10位。

请幸运读者和网友前往城区
体育馆路 457 号杭报集团文创大
厦一楼富阳日报用户中心领取奖
品。领奖日期：1 月 4 日起（工作
日），每天 8：30—11：00、13：30—
17：00。领奖时请携带身份证或其
他有效证件，以便核对。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又到了
盘点过去一年成绩、开启新一年征
程的时候。回顾 2018 年，哪个汉
字最能代表富阳前进的脚步？展
望全新的 2019 年，你对富阳又有
什么样的新期待？

即日起，本报邀你说说你心目
中的 2018 年度汉字，聊聊 2019 年

的希望。
有意参加的读者，可以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参与：关注富阳日报官
方微信（账号：fyrb63344556）今日
报道，在文尾留言区留言；致电新
闻热线63344556；发送电子邮件至
djfdyf@163.com。

推荐格式为“年度汉字+理

由”。例如：2018，转！加快城市
“转型”；2019，美！城市变美、农村
变美。需要提醒的是，不管以哪种
方式参与，均需要留下详细的推荐
理由和姓名。

本报将选取部分建议刊登在
近期报纸上。

“金固股份杯”百姓眼中的2018年富阳十件大事评选

百姓眼中的2018年富阳十件大事出炉
幸运读者、网友产生，每人获赠百元小礼品一份
本报将对十件大事进行回访，明起推出专题报道

（1）开启“拥抱”模式，建设大都市新型城区
（2）全力征迁腾空间，为转型发展集聚动能
（3）启动“最强支部”创建，攻坚擂台再敲战鼓
（4）农事节庆活动有爆款，美丽经济结硕果
（5）富通收购上市公司鑫茂科技，助力富阳工业企业做大做强
（6）亚运会新建场馆开工建设，“亚运综合体”效应显现
（7）调整社区规模，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8）成立联审联批中心，推动项目审批加速跑
（9）杭黄高铁通车，富阳迎来“高铁时代”
（10）江南区块定名“杭州富春湾新城”，以全新姿态再出发

幸运网友名单：闻力锋、王媛、张怀远、吴俐姗、吕建萍、
陈定胜、王岱仪、杨加恩、董涛、詹燕龙

幸运读者名单：洪建伟、汤如新、王金土、蒋华君、赵祖
云、李红霞、胡萍、黄赛琼、俞靓、方章然

幸运读者和网友名单

“年度汉字”推荐活动启动，邀你参与——

2018年，哪个汉字最符合富阳气质
也欢迎你用汉字表达对2019年的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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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区委
首轮巡察启动

首批进驻四家单位

昨日，区委 4 个巡察组分别进驻 4 家单位，标志
2019年区委巡察工作全面展开。本轮巡察8家单位，
分两批进驻，第一批进驻的4家单位分别是区工贸集
团党委、区水利水电局党委、区交通运输局党委、区住
建局党委，每个单位集中巡察时间为期1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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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夜里转阴有小雨；明天阴有雨；后天阴有雨。今天气温3－9℃，平均相对湿度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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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昨天是 2019
年第一个工作日，区委书记朱党其走访
看望群众和企业家，了解基层发展过程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区领导丁永刚、钟
永明、许玉钧参加。

根据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服
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动的通
知》，从2019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开
始，省、市、县（市、区）的四套班子领导干
部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活
动（简称“三服务”活动）。开展“三服务”
活动重在解决企业、群众、基层反映的困
难和问题，通过实实在在的措施帮助解
决实际问题，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基层
的获得感。

2018 年 3 月以来，朱党其多次实地
蹲点调研，群众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解
决地如何？朱党其一行首先前往“百千
万”联系村富春街道方家井村了解工作
推进情况。一户多宅、违建多而杂、庭院
无序堆砌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方家井。
在方家井村石桥头自然村，经过“三园整
治”的村庄里道路整洁、庭院美丽，村民
们热情地邀请朱党其走进家中看变化。
随后，朱党其前往大青幼儿园方家井分
园项目建设的现场。项目规模为 6 个
班，建设工期220天，项目投用后将从根
子上解决孩子求学路远的问题。方家井
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也解决了，去年开
设的方家井社区卫生服务站已顺利为方
家井、宵井和执中亭等 3 个行政村的村
民服务。朱党其前往卫生服务站，社区
医生们正在忙着给群众测血压、询病情，
看病群众对医生的专业服务竖起了大拇
指。

朱党其对方家井发生的变化感到很
欣慰。他说，做强村庄发展，关键在人。
在推进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牢牢树立

“党建强则发展强”的理念，坚持党建引
领，提升班子战斗力，充分发挥村干部的
领头雁示范作用，决策要科学民主，干事
要团结一心，恪守公平公正，才能凝聚起
村庄发展的合力。要提高对高铁、高速
经济的认识，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生态
优势，持之以恒做好红色影响力、激活绿
色生态经济、用好村级留用地资源、发展
美丽经济、提高村民素质、加快集体经济
的转型六篇文章，把方家井打造成为富
阳名副其实的美丽村庄金名片。

在新登镇，朱党其深入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
司的车间，听取企业发展状况。这是一家集轮胎、炭黑
制造和尾气发电为一体的资源综合利用型企业。2019
年，该公司决定投资建设杭州中策清泉实业有限公司

“年产250万套全钢子午线载重轮胎新扩建项目”，并
在此基础上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建设“装备技术智能
化、节能环保生态化、物流输送自动化和生产管理信息
化”的绿色环保轮胎生产基地，来增强公司可持续发
展后劲，提高公司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朱党其说，
要坚持把服务企业工作做深化、做常态、做专业，以“最
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坚持联动服务企业、破解发展
难题，畅通沟通渠道，坚定不移地支持在富企业做强做
优，帮助协调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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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感谢信背后的
辛酸与温暖

女儿先天性脊柱裂，13岁就开始腹膜透析。
老父不离不弃，72岁了还在打零工照顾她。
生活不易，不忘感恩，他想感谢“医生22年来对我

女儿的关心与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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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首个两岸文化
艺术村落户龙门

纳入古镇厅堂景点之中
常年免费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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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杭报记者 齐航 记者 李
宇雯）在市“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昨
日下午，市长徐立毅来富就《政府工
作报告》征求意见建议。他强调，新
的一年里，富阳区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紧紧把握发展
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先“破”后

“立”、边“破”边“立”、有“破”有“立”，
加快融杭发展、拥江发展，实现高质
量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区领导朱党其、吴
玉凤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郎飞、姜国林、林日
青、闻立平、孙晓华、罗晓晔、金占辉、
丁建军、丁彩丽、何明葵等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分
别就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交通基础设
施规划建设、“美好教育”行动实施、
高端人才招引等畅所欲言、各抒己
见。大家认为，报告高举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立足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势研判，紧密结
合杭州实际，回顾成绩实事求是，确
定目标务实可行，谋划举措精准有
力，是一个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催人
奋进的好报告。

区委书记朱党其说，过去一年，面
对复杂的宏观形势和多重的矛盾困
难，杭州紧紧抓住“后峰会、前亚运”的
机遇，以拥江发展行动为统领，加大攻
坚破难，推进精细管理，城市品质、发
展品质和居民生活品质得到同步提
升。过去一年，富阳得益于杭州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围绕开放发展、融
合发展这一主线，全面推动产业业态、
城乡形态、环境生态、党员干部精神状
态的全方位转型升级，不仅产业更高
效了、城乡更美丽了，干群关系也更融
洽了，富阳与杭州都市一体化发展开
启了新篇章。未来两年，是富阳转型
发展关键时期，我们将更好地抓住杭
州城市国际化的机遇，以更高的站位
和更开放的姿态，积极主动作为，全面

推进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建
设。希望市委市政府在富阳产业转型
上，能够给予关注、加强指导，并在政
策、要素保障上倾斜支持，尤其是在杭
州富春湾新城建设、都市一体化交通
体系构建中，能够统筹规划、整合资
源、加大支持，全面加快富阳与杭州都
市一体化发展步伐。

徐立毅认真听取和记录与会代
表的发言，对大家关心支持政府工
作、积极踊跃建言献策表示感谢。他
说，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
高、见解深、看得准，对我们进一步修
改好报告、做好新一年工作具有重要
借鉴意义。我们将充分消化吸收，使
报告更加反映民情、集中民智、凝聚
民心，成为指导2019年市政府工作的

“宣言书”和“作战图”。
徐立毅充分肯定富阳区过去一

年所取得的发展成绩，并就抓紧抓实
抓好新一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
强调，富阳区要按照“拥抱富春江、拥

抱大都市、拥抱高质量”的发展思路，
紧紧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立足“破”
的基础，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
摆脱对传统路径依赖；同时，做好

“立”的文章，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区域发展实现新突破。一要让发
展动能“立”起来。围绕增强创新要
素集聚能力，强化科技、文化、人才支
撑，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
的发展平台，加快形成产业发展新动
能。二要让融杭轴线“立”起来。立
足富阳与主城区“一体化”“一盘棋”，
科学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
项目，精心打造融杭发展交通轴、经
济轴、文化轴、生态轴、景观轴，让富
阳具有都市的格局、拥江的灵气。三
要让宜人环境“立”起来。发挥青山
秀水、历史人文、杭派民居等资源禀
赋优势，统筹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城
镇、美丽田园、美丽公路建设，实现全
域景区化目标，打响“百里富春山居
图”品牌。

徐立毅在富阳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时强调

做好融杭发展大文章
当好拥江发展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