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2
FUYANG DAILY

2019年1月11日 星期五 一版责任编辑 | 方梁 本版编辑 | 徐康亮

零售价：1.5元
投递 63324532 纠错 63344556 社址 杭州市富阳区体育馆路457号（邮编311400）

承印 盛元印务 广告发布登记证 杭市管广发G-009号 法律顾问 华光律师事务所许椿祥
广告
服务

关于
我们

上门 63327854 部门一 63345158 部门二 63125522 乡镇、企业 63363100

金融 61769663 教 育 61769663 商业、房产、家装、汽车 63139382

富阳2019年“春风行动”捐款爱心榜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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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区直机关工委

章尘

杭州市富阳区白蚁防治站

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富阳区青云供销合作社

杭州市富阳区委统战部

杭州市富阳区委宣传部

杭州市富阳区工商业联合会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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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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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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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5400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昨日上
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
八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
华，副主任赵玉龙、祝一君、孙柏平、
郎卫国、陈鸿麟、华之江及常委会组
成人员共 25 人参加会议。会议由
郎卫国主持。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张
霖、法检两院、区监察委员会负责人
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人事任免、代
表补选有关事项。

会议审议了《关于杭州市富阳
区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和

《关于2019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
（草案）的报告》。会议认为，2018
年，区政府坚持“三看四态促转型”

不动摇，坚定“三个拥抱”发展方
向，以融合发展、转型发展为主线，
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凝
心聚力、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基本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
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增长动能加快
转换，有效投资不断发力，新型城
区积极打造，改革攻坚成效明显，
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民生保障深度
融合。会议要求，2019 年，要进一
步加快转型升级，实现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进一步坚持共享发展、
城市建设和乡村振兴齐头并进，进
一步着力民生保障，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进一步加强执行刚性，体现
计划严肃性。

会议审议了《关于杭州市富
阳区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
和 2019 年部门预算报告（草案）。
会议认为，2018 年，富阳经济形势
总体稳中有进，财政收支平稳运
行，收支结构不断优化。会议要
求，2019 年，要全面树立预算法治
意识，认真落实重要改革举措，继
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断加强
政府债务管理，管好全区发展的
大账。

会议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表决通过了区
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听取
了 2018 年度全区环境状况和环境
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书面征
求对“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征求意
见稿）的意见。

会议审议了 2019 年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票决办法和 2019 年政府
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会议原则通过
并同意提交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审议表决。

会议听取了区十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
大会日程（草案）和有关名单（草
案），以及大会关于代表提交议案
截止时间的决定（草案）。区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将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18 日举行，代表将审议讨
论 6 个工作报告，继续以代表票决
的方式确定 2019 年政府民生实事
项目，完成大会选举等工作，大会
将坚持节俭办会原则。会议审议
了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
报告。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十八次会议

2019年1月10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任命：
丁立、丁耿尔、马玲玲、马琴、王金明、王玲芳、王盼盼、王科香、王晓林、王淑兰、王雷珍、尤建新、方云霞、方平、方亚平、方晓萍、方雪凤、石成岗、叶平、

叶菲、田跃群、包健、包敏飞、吕观华、吕建钟、朱明霞、朱建平、朱敏儿、齐锋、羊亚媛、羊志英、江岳峰、许纪松、许海英、许蓉、孙锋、孙静、孙冬飞、孙君文、
孙建军、孙艳卿、孙燕、纪晓晨、李云霞、李丽、李忠良、李金连、李炎华、李建平、李俊峰、李海琴、杨水乔、杨贤军、杨泉峰、吴文波、吴金香、吴洪仁、吴婷、
邱延森、何小平、何丙华、何家廷、余爱清、应忠云、汪硕男、汪婷、沈春锋、沈静飞、宋小华、宋杰、张卫、张平仙、张伶俐、张梁锋、陆芹、陆柳萍、陈大军、陈
小俊、陈利亚、陈利琴、陈国灿、陈朗杰、陈菊英、邵泉德、范聿敏、林长春、罗泽、金国恩、金波、金荣坤、金淑华、金福根、周仁彩、周利香、周国平、周佳伦、
周钱军、周彬、周燚华、郑斐尹、郎艳、项富丽、赵燕、胡在淳、胡荣青、胡庭、胡振洁、俞友明、俞欢昌、俞秀清、俞深潜、俞惠芬、施丽莉、施瑞初、姜卉、姜浩
英、姜银儿、贺建兵、骆木仁、骆周宇、骆校明、骆敏、骆鹤敏、倪小平、倪立强、倪林灿、倪婷、徐飞飞、徐玉娥、徐红玉、徐国胜、徐炜、徐建美、徐钤、徐勤建、
徐静静、徐嫦妍、徐鑫华、唐叶青、唐华、陶妙英、黄玉宝、黄叶飞、曹小刚、曹艳雄、戚玉飞、龚冰楠、盛江海、盛洪产、章加华、章伟明、章丽芳、章祥松、章雪
根、章微萍、尉波、屠沙琪、葛秀兰、葛海波、蒋利丹、蒋政科、喻江锋、喻李琴、喻春英、童迪锋、楼莉芳、裘秀华、裘珍娟、赖海燕、虞俏、鲍燕、颜倩倩等172
名同志为人民陪审员。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月10日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命名单
（2019年1月10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因工作岗位变动等原因，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协商通过，决定：

同意郑金林同志辞去九届区政协委员、常委职务；
九届区政协委员、常委孙恩胜因病去世，其职务自然终止；
同意胡惠民、张雪坤、蒋高峰、夏秋虹同志辞去九届区政协委员职务；
撤销张德全、方坤磊、张蘅的九届区政协委员职务；
增补孙柏平、董军、陈水英、项开鹏同志为九届区政协委员。

政协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根据中共杭州市委的提议和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有关人事安排，经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协商通过，决定：

同意蒋建民同志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政协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规定，经区政协
九届九次常委会议协商审议通过，政协杭州市富阳区第九
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定于2019年1月14日—1月17日在富
春街道召开，会期4天。现将会议的主要议程公告如下：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九届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列席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听取和讨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
有关报告；

四、大会选举；
五、大会发言；
六、听取和审议政协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提案（建议案）收集和初审情况的报告；
七、审议通过政协杭州市富阳区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决议；
八、其他事项。

政协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
2019年1月10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公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杭州市富阳区委员会公告

本报讯（记者 吴璇）昨日下午，
区政协召开九届第九次常委会议。
区政协主席陆洪勤，副主席方仁臻、
邵良、王小丁、蒋建民、孙晓明，秘书
长申屠裕仁及全体区政协常委参加
会议。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霖应
邀到会通报区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
案办理情况。会议认为，2018年以
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政协提案
（建议案）办理工作，机制更加完善、
程序更加规范，提案办理特别是建

议案和重点提案办理成效显著，通
过首次尝试对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进
行民主评议等方式，政协提案（建议
案）的办理落实率明显提高，希望今
后区委区政府继续关心和重视政协
提案办理工作，进一步加大组织领
导、督促检查力度，推动提案办理工
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协商讨论了 2019 年政府
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改部门
的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财政部门
的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报告、环保部
门的 2018 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报告以及法院、
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常委们对上述报告提出了一些修改
意见和建议。会议要求区政协相关
委办要认真梳理汇总相关意见建
议，并及时反馈给区政府及有关部
门作为参考。

会议协商通过了部分九届区政

协委员调整等人事事项，区政协九
届三次会议的有关筹备事项，区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九届二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报告，区政协九届三
次会议大会建议案（草案），区政协
2019年重点履职工作安排，区政协
全体会议工作规则（草案）和区政协
常委会工作规则（草案）等。

会议还集中传达学习了区委一
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结
合区政协常委会实际就贯彻落实区
委全会精神进行了工作部署。

区政协召开
九届第九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 通讯员 夏恋恋）昨日上午，常安镇景
山阻击战纪念公园开园仪式举行。区领导陈平、孙洁参加活
动。

富阳抗战史上最为著名、最为惨烈的战斗，70多年前发生
在富阳景山乡（今常安镇）境内。1940年10月14日，国民党陆
军七十九师二三五、二三七团与日军在景山乡展开激战。此次
战役，国民党陆军七十九师两个团的官兵成功阻击日军南进，
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役在历史上被称为景山阻击战，也
叫沧头黄泥山阻击战。1941年，在中共地下党员何益生的倡导
下，景山乡民众在距离战场不远的地方（今常安镇东风村黄金
自然村）树立了一块“陆军七十九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以
纪念在此次战役中阵亡的将士，碑文记载了这次战斗以及在战
斗中牺牲军官的姓名。

2015年，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项目列入政府投资项目，总
投资215万元，用地面积4.87亩，建筑面积214.4平方米。建设
地在距离纪念碑旧址300米远的紫和山上。纪念公园于2018
年3月动工正式开建，目前建筑主体结构、展陈资料收集已全面
完成。

开园仪式上，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平说，在2015年抗日
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项目正式启动，经
过3年多的努力，在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特
殊日子里，纪念公园完成一期建设并正式落成开园，展现在大
家眼前的是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先烈祭奠与百姓文化生活为
一体的抗战主题公园。它是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的
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全区爱国主义教育和统一战线事业有着重
要意义。

陈平表示，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的建成，是当地老百姓70
多年来的共同心愿，也是抗战军队后人，海峡两岸、全球各地黄
埔后人共同的心愿。因景山阻击战纪念公园走到一起的人，要
始终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夺取新的胜利凝聚每一位
中华儿女的人心力量。

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人员还参观了抗战纪念馆主题展
览。

景山阻击战
纪念公园昨日开园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昨日，浙江省召开“银商合作”
助推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暨2019年“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
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副区长魏东在富阳分会场参加。

会议指出，小微企业是支撑浙江经济的重要基石，是推动
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截至2018年底，浙江全省共有在册
企业224.5万户，其中小微企业205万户，占总量的91.3%；204
万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省65%的GDP、74%的税收、77%的出口、
87%的就业。“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实施以来，浙江省年均新
增小微企业约30万家，每年大致能够新增150万个就业岗位、
近40亿元税收和4000亿元投资。由此，抓小微企业就是抓浙
江经济的基本盘。铺天盖地的小微企业稳了好了，整个经济大
局就稳了好了。

会议强调，2019年浙江将通过改革育小、创新强小、金融活
小、服务暖小、聚力扶小五个关键词，全力完成今年的目标任
务：确保全年新增小微企业18万家以上，其中八大万亿产业小
微企业5万家以上；新增进出口经营权备案登记企业3500家，
有外贸出口实绩的企业1700家以上；新增个转企1万家以上、
小升规企业2500家以上、股份公司500家，加快形成“小微有活
力、民企有实力、发展有动力”的经济增长新格局。要坚持“改
革育小”，打造最优营商环境；要坚持“创新强小”，注入更大的
动力和活力；要坚持“金融活小”，打通发展“生命线”；要坚持

“服务暖小”，成长更加舒心；要坚持“聚力扶小”，营造合力共推
的良好氛围。

浙江“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
工作部署会昨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