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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奇通讯员 孙绮虹

3月10日上午，春江街道开展“文明出行，
你我同行”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文明素质提升活
动，本次活动由春江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办，
团区委、区文明办、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区
交通运输局、区城管局、区市场监管局协办。街
道“三严”交通安全整治联合组全体人员，各村
主要干部、分管干部和团组织、妇联负责人，惠
民志愿服务队、江南爱心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以
及春江街道企事业单位、春江中小学生和富阳
驾驶员协会代表等，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春江街道就交通安全综合整
治文明素质提升活动，作详细的任务分解和工
作部署。

严格执法展声势。由街道办、公安分局、交

通局、综合执法中队、市场监管所以及交通协管
站组成的春江街道“三严”整治联合组，统一协
作投入到联合整治行动中，分工不分家，切实形
成合力，整治不走过场，有实效，清除严重交通
违法乱象。从严管理重点道路和区域、从严查
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从严管控重点车辆。保
障市民行车、走路、乘车安全，提升人民群众安
全感和满意度。

强化管控筑底线。春江街道将联合有关部
门做好公路违法超限运输、道路旅客运输、危险
化学品运输等行业非法营运及违规经营行为；
强化对渣土运输车辆、“非标”电动自行车以及
拖拉机、农村面包车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
和源头管理工作，“重事前抓源头，强事中抓监
管，严事后抓惩戒”，强势推进、纵深推进街道车
辆安全治理行动。

文明宣传扬新风。街道将在辖区范围内陆
续开展“礼让斑马线”文明交通主题宣传活动，
文明创建助力文明交通行动，老年人交通安全
出行行动，重点行业、重点人群交通安全素质提
升行动，中小学生交通文明素质提升行动，志愿
者交通劝导、人行道文明停车行动，道路设施整
治提升行动，公交车、出租车礼让斑马线行动等
系列活动。

当天，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员在签名墙签
字。交通整治组按照指定计划，赴执法现场进
行“三严”整治。志愿者和学生代表则进行文明
劝导志愿服务和发放倡议书。

在执法现场，整治组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不戴头盔、违法载人、安装遮阳棚等严重影响交
通安全行为开展劝解教育。

文明出行 你我同行
春江街道启动交通安全综合整治文明素质提升行动

通讯员 蒋劲超

3 月 12 日，文明景区大创建——龙门镇特
色商会暨民宿休闲协会——真材“食”料擂台
赛，在古镇牌楼广场举行。来自龙门镇民宿休
闲协会的15家会员单位参赛，弘扬诚信经营理
念，进行文明创建宣传。

此次活动也是龙门镇 2019 年度统战工作
“一月一主题”之三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来
自15家民宿的家庭主妇们一字排开，开展美食
厨艺比拼，食材涵盖了面筋、牛肉、花糕、油鸡、
冻米糖等龙门美食特色。这些美食经过主妇们
的巧手，立即从原材料变成了一道道舌尖上的美
味，散发出阵阵香气，过路的村民、游客纷纷驻足
欣赏、品尝。现场的民宿业主在推介古镇民宿、农
家美食的同时，对文明旅游、放心消费作进一步宣
传。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制作比拼，最终，悠闲宾馆
等5家民宿获得一等奖，皖安民宿等5家民宿获得
二等奖，花海宾馆等5家民宿获得三等奖。

美食擂台活动结束后，富阳同心公益组织志
愿者队伍将制作完成的美食作为一份来自古镇
的爱心礼物，送至浙江省盲人学校，分发给那里
的300多位特殊儿童。

龙门镇民宿休闲协会会长孙忠伟介绍，此次

活动以美食为纽带，进一步加强了民宿商户的交
流联系，在全镇传播了公益爱心理念，弘扬了文明
社会新风。下一步，民宿休闲协会将会组织更多
更丰富的会员活动，继续发动下辖的51家会员

单位带头打好诚信经营牌，带动古镇其他业态商
户提升文明经营理念，在做好民宿推介的同时，
帮助宣传龙门特色旅游商品，助推古镇旅游进
一步发展，群众收入和文明素养进一步提高。

“文明景区大创建”系列报道

在环境整治、村庄建设上持续发力
为打造竹韵永昌添砖加瓦

唐昌村是富阳第一个全国文明村，也是
2018年度全区275个行政村卫生保洁考核工作
排名第一的行政村。卫生保洁是一项持久性的
工作。多年来，唐昌村坚持实施村书记、村主任
带头干、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妇女代表入户帮干、
党员代表自觉干等举措，第一名的成绩来之不
易。

活动现场，镇党委副书记宣读了《一封对唐
昌村的表扬信》，号召各个行政村向唐昌村看
齐，用脚使劲跑、用手加油干，在环境整治、村庄
建设上干出永昌成绩，为打造独特韵味的竹韵
永昌添砖加瓦。随后，唐昌村妇联主席侯金霞
分享美丽庭院推进工作经验。她表示，做好美
丽庭院的整治工作，需要班子齐心、迎难而上，
变“带头干”为“一起干”，成立村级“帮帮团”帮
着干；做到事前事中事后都与农户沟通，组织妇
女代表定期培训、参观先进，实施保洁员督查制
度，确保“干多与干少不一样，干好和干坏不一
样”，促使美丽庭院工作常态化。永昌镇妇联主
席陈小莲、镇卫计办负责人陈雨苹、青何村党委
书记张东升分别就2019年环境整治提升工作、
抓全域环境卫生建设工作、历史文化村建设工
作作表态发言，立志抓好 2019 年美丽环境建
设。同时，镇党委政府与各村分别签订环境卫
生整治责任状，与唐昌村签订省级3A级景区村
庄创建工作责任状。

“竹乡旅居慢生活休闲小镇”签约
美丽经济发展迈出新步伐

2 月21 日，杭州华迩泰振兴乡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永昌镇正式签约永昌镇“竹乡旅居
慢生活休闲小镇”开发项目，标志着永昌在美丽
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步伐。

据了解，“竹乡旅居慢生活休闲小镇”开发
项目将从生活、文化、环境三大板块入手，打造
好硬环境的同时，植入历史文化，吸引更多游
客，增加农民收入，助推永昌美丽经济的发
展。目前，项目计划在4月初开展“舌尖上的永
昌”活动，对外推介永昌“三宝”“八大碗”等特
色美食；在永昌镇开发房车、汽车露营地，聚集
人气。“我们还计划将唐昌村打造成为一个零
污染村，也就是垃圾就地消化，不产生二次运
输或污染的村庄，让唐昌这张金名片更有分
量。”杭州华迩泰振兴乡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虞立刚说。

推进“三大工程”，实施“三大行动”
建设高颜值的永昌大花园

2019年，永昌镇将以全域景区化为标准，推
进“三大工程”，实施“三大行动”，助力“三美”联
动发展，整体提升美丽乡村发展质量、环境质量
和生活质量，实现美丽乡村建设“持久美”“内在
美”“生活美”，建设具有竹乡特色、管理有序、富

有活力的高颜值永昌大花园。
全力开展“三大工程”，推动形成全域美丽

新格局。村庄环境提升工程，以青何历史文化
村、两条精品线路、竹子特色村为重点，加快工
作进度，打造“竹韵永昌”环境美；集镇功能提升
工程，通过对集镇人行道的提升，集镇自来水工
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的推进，完善“竹韵
永昌”功能美；人文景观提升工程，建设永昌溪
健身游步道，11月前完工；修复何云渠，12月底
完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确保 11 月前完工验
收，打造“竹韵永昌”人文美。

全面实施“三大行动”，共建共享“最美竹乡”
新韵味。美好家园创建行动，建设美丽集镇以环
境卫生、集镇秩序、镇容镇貌为重点，抓强一支认
真巡查、快速处置、高效督办的巡查队伍；建设
美丽村庄，制订 2019 年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方
案，定期开展环境卫生督查评比排名；创建美丽
庭院，通过“日常入户督查”和“村村季度比武”
相结合的方式，发挥党员、村干部、妇女代表的
示范作用，实现“最美竹乡”治理美。在文明素
质提升行动中，全镇将每季度开展“文明商住
户”评比活动，启动“小手拉大手”活动，利用“我
们的村晚”“春泥计划”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
村民交通文明素质，实现“最美竹乡”文明美。
同时，为实现“最美竹乡”生活美，永昌镇开展垃
圾分类专项行动，计划通过健全工作机制、强化
宣传、开展检查评比等方式，实现 2019 年度生
活垃圾分类全域覆盖的目标，建成垃圾分类示
范村1个以上、示范点3个以上。

龙门美食打擂台 诚信经营传温情

实施“三大行动”“三大工程”
建设永昌大花园
记者 倪华华王杰 摄影 陈恒通讯员 陈雨苹

日前，永昌镇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暨永昌
大花园建设推进大会，与全镇各级妇联干部和广
大妇女同胞欢度节日，号召全镇上下要坚定不移
地推动永昌大花园建设，让生态宜居之花、文明新
风之花、美丽经济之花盛开在永昌。

会议表彰了2018年度优秀保洁员、党员干部
“廉洁好家庭”“最美家庭”、美丽庭院先进工作者、
2018年度“最美庭院”等为永昌环境建设作出贡
献的个人和集体。其中，青何村获得2018年第五
期村庄比武擂台赛擂主村称号，唐昌村、昌岭村获
得2018年度村庄环境整治大比武优胜村称号。

■鹿山街道
组织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喻立英）3月12日下午，鹿山街
道组织辖区内的“两代表一委员”、全体机关干部、汤
家埠村村支两委干部，在汤家埠老埠头附近开展植
树造林活动。

植树现场热火朝天。大家分工协作，三人一组，
抡镐挥掀、扶苗填土。1个多小时后，原本凌乱的荒
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放眼望去一片春意盎然。据统
计，当天共栽下桂花、紫薇、银杏、石楠、茶花等树苗
100多株。

■银湖街道
香山社区迎接“平安富阳”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吴妙惠）日前，银湖街道香山社
区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平安富阳”迎检工作。

会议要求，要对高层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检查
内容包括灭火器是否正常使用、楼梯及公共区域疏
散是否畅通等，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与各小区网格
员及物业对接工作，对出租房及沿街商铺逐个检查，
宣传消防安全意识，检查存在的消防问题。会后，社
区工作人员前往各小区，与物业工作人员及网格员
配合协作，针对小区内及沿街商铺的消防问题展开
地毯式排查，告知居民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禁止电
瓶车不按规定接线充电。

■春建乡
开展“三八”节系列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何春霞）近日，春建乡妇联先后
开展强维权、推典型、学美丽等系列活动，纪念“三
八”国际妇女节。

3月1日下午，春建乡妇联举办“三八”维权周普
法知识培训，围绕法律援助、法律宣传、人民调解等内
容，对全乡各行政村妇女代表、网格员、乡事业单位女
职工代表共60多人进行培训。3月7日，组织各村40
余名妇女代表赴万市镇槎源坞村和洞桥镇石羊村等
地，参观学习环境卫生整治、美丽庭院创建、民宿经济
发展。3月8日，乡妇联组织乡村两级女干部，在达夫
路凌华阁学习手工制作、扎染与民宿布置。此外，乡
妇联大力宣传在全乡美丽乡村建设、卫生、教育、新
经济组织等领域的优秀女性和文明家庭故事，宣传
巾帼楷模，展示最美家庭。

■新桐乡
举办花艺技能暨垃圾分类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潘丽）日前，由新桐乡妇联主办
的“幸福花开”花艺技能暨垃圾分类培训班，在新桐
乡俞家村文化礼堂举办。通过网络报名，来自全乡
的30余位女性代表参加了培训。

培训班上，老师从垃圾分类的意义、处理方法等
方面讲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介绍了什么是垃圾
分类、垃圾分类的优点、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有害垃
圾不分类的危害等知识。在花艺培训中，老师从中
西方花艺历史、演变和插花艺术的欣赏及技巧等方
面，为大家进行现场讲解，并结合现场实际操作，带
领女同胞们体验了花艺的乐趣。

■胥口镇
法制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廖吁慷）近日，胥口镇综治办联
合镇司法所，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派出所民警从校园安全、防电信诈骗、
禁毒、交通安全等方面，给学生上了一堂法制课。同
时，通过展图讲解、现场咨询等形式，宣传扫黑除恶、
禁毒禁赌、治安防范、交通安全、平安“三率”、反邪教
等知识。现场还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进一步增
强师生的学法、懂法、守法意识，提高师生自我保护、
依法维权的能力。

■常绿镇
推进公墓植树绿化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赵玉娥)近日，常绿镇在各行政
村的大力支持下，集中3天时间，对全镇13个墓区周
围开展植树提升。

常绿镇早打算、抓落实、重实效，在年前就开始
布置谋划 2019 年公益性生态公墓绿化提升植树活
动。自开年以来，镇社会事务办民政员和经济发展
办林管员一起实地踩点，结合植树节活动，开展墓
区植树活动。本次栽种树苗以金钱松、红豆杉为
主，共种植750余株。此外，一些墓区通过除杂草、
整片种植冬青草等，大大提升了墓区环境。在这次
活动中，各行政村出动志愿者80余名，不仅提升了
各生态墓区的环境质量，还更好地宣传了“厚养薄
葬”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