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春江两岸

2019 年 3 月 15 日

星期五 版面统筹 | 陈霞 版式设计 | 唐妍波
FUYANG DAILY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春江街道党员集中春训

助力“三高”发展 助推春江蝶变
好的干事氛围。完善街村两级干部考核办法，推进
村级规范化管理，通过“清廉春江”的打造，规范干
部行为，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执行力和战斗力，为春
江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孙绮虹
3 月 13 日、
14 日，
春江街道在新建村文化礼堂
影剧院组织党员春训，街道下属党组织全体党员

如何做好新时期合格党员？

1500 多人参加。
春训现场，除了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外，春
江街道 2018 年度先锋党员还接受了表彰；93 岁
老党员蒋景松表演的快板《感恩共产党》，春江中
幼的孩子们朗诵《致家乡的一封信》，这一老一少
的精彩表演赢得了培训党员的热烈掌声；宣读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共产党员为新城发展贡
献力量》的倡议书：自学党章、党纪党规、村级组织
规范化建设、党员先锋指数管理等相关内容；街道
党工委主要负责人结合春江实际，给全体党员上
了党课；邀请区党校老师解读区委一届六次全会
精神，邀请杭州市委党校教授讲授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
今天，春江街道还将以支部为单位，开展“入
党初心故事分享”活动，分组讨论，开展党员一句
话承诺，并进行测试。同时，还将开展党员志愿服
务，组织党员向年老体弱或卧病在床党员“送学上
门”。

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2017 年以来，区委区政府提出“三看四态促转
型”
“ 城市发展向南看”，春江街道作为杭州富春湾
新城转型发展的主战场、主阵地，迎来了发展的新
机遇。两年来，团结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群众强党
建、快征迁、引项目、保民生、优服务，不断推动经济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南征北战”战绩骄人。圆满完成临江村华共
区块、山建村杭千北区块、建设村整村搬迁工作，累
计搬迁农居商户 2033 户，同时也完成了秦望区块有
机更新一二片区 1333 户住户、217 户营业户，以及三
四片区 463 户住户、71 户经营户的搬迁任务，不断刷
新搬迁工作的“富阳速度”。很多党员都参与其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造纸产业加速腾退。平稳完成永正集团破产
清算工作，拆除永泰热电 120 米高烟囱，拆除永泰煤
场沙场码头、三星煤场码头等重点区域建筑构筑。
2017 年以来，完成企业拆除签约 222 家，腾出用地空
间 5379.2 亩。通过“限产减排”、企业拆迁等减少热
电厂燃煤 61.8 万吨，污水厂污水 3680.6 万吨，削减产
能 368.06 万吨，
有效减轻环保压力。
项目推进形势喜人。杭黄高铁富阳站正式投入
使用, 北影（杭州）国家级电影产业基地、杭黄 1 平方
公里综合体开发、浙江省人民医院富阳院区、中央财
经大学政产学研实践基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杭州
分所、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富阳研究院等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落户杭州富春湾新城，
春江的未来不可限量。
社会治理平稳有序。全面深入排查辖区内各
企业的安全生产隐患，两年来共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8000 余条。每年 7 月起，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夏季平
安大巡防工作，确保辖区内平安稳定。在全区率先
完成基层治理“一体两翼”试点工作，综治工作中心
规范化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创新调解工作举措，成
功打响“百姓会客厅”
“双百平安工作室”和“一村一
调解品牌、一企一品牌调解室”等品牌。

环境质量持续提升。持续推进“三美”建设，严
厉打击开发期间的“三抢”行为，拔除抢种苗木 10 万
余棵，
“ 三改一拆”拆除违建 55 万平方米，45 户 D 级
危房户全部完成治理。持续开展全域环境提升和
“最美庭院”大比武，100%农户参与美丽庭院创建。
深入开展五水共治，2017 年 9 月底前已彻底消灭劣
V 类河道和疑似劣 V 类小微水体。
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民生保障，实
现精准就业帮扶，帮助群众解决转型期间就业难的
问题。创新开展节目领办，重要传统节日和时间节
点都有行政村举办文艺演出，成功举办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邀请赛和第三届全民运动会，开展两届
“最美春江人”评选活动，在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
弘扬春江人民向上向善向美的主旋律正能量。
队伍建设不断加强。2017 年，顺利完成村两委
换届工作，调整了一大批缺乏规矩意识的村干部。
每年举办多期村干部培训班，组织村级后备干部挂
职锻炼。2018 年 1 月开始，结合党员固定主题党日
活动，开讲“品味春江”微讲堂 12 期。创新各村月度
考核通报制，一月一考通报。坚持“党建+”破解转
型难题，打造具有春江特色的“最强支部”品牌，街
村两级干部到搬迁一线大练兵，提振士气，营造良

2019年，
是杭州富春湾新城实现
“三年变样”
的关
键之年。街道主要负责人表示，春江街道将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拆建并举，由破到立，坚持在党建引
领下，
有序严谨、高效可控地推进春江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上下同欲、迎难而上，坚定
“三看四态促转型”不动摇，坚定“拥抱富春江、拥抱
大都市、拥抱新时代”不动摇，全面推进高新产业发
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水平社会治理，为杭州富春
湾新城大转型大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如何做好新时期合格党员？春江街道主要负
责人对全体党员提出殷切希望。
要不忘初心，永葆党员本色。作为新时代的共
产党员要坚定一个信念，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难万
险，战胜重重困难，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
的伟大胜利，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实现理
想而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
员，要坚守一颗红心，要坚持一个宗旨，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要不忘职责，提高能力担当。党员干部要始终
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要不断保持党员
先进性，为街道助力，为人民谋利。思想上一定要
与时俱进，
行动上务必争先争优。
作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坚持做到学做结合、
知行统一,要紧紧围绕当前富阳发展方向，坚持“三
看四态促转型”不动摇，全面推进“三高”建设不懈
怠。要当好春江政策信息“宣传者”，争做为民服务
的“知心人”；要当好平安创建“践行者”，争做辖区
稳定的“守护者”；要当好春江城乡发展的“带头
者”，争做美丽乡村“排头兵”；要当好春江转型发展
的
“助力者”，争做转型升级
“主力军”
。
要不忘使命，筑牢基层堡垒。作为新时代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坚定初心是根本，完成使命是目的，
要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为遵循，以党章为总规矩、总标尺，努力锤炼更加过
硬的素质，
展现新作风新气象新作为。

抢抓机遇，努力奋斗，
大源镇党员集中春训

聚焦聚力推进“大美大源”
建设
杭州绕城西复线给大源镇带来了巨大红利，20
年未变的交通正在发生质变，里片区域的出行环境、
出行方式也会有很大的转变。2019 年，大源镇将继
续在交通方面重点发力，做好总投资 1.36 亿元的汽
觃线新关至觃口道路改建工程前期准备，完成总投
资 1950 万元的徐樟线骆村段扩建项目，实施虹赤
村、青山村、大同村、骆村村、稠溪村等 5 个村的“四
好”农村公路建设。
坚持一村一特色、
一村一品牌的要求，
充分挖掘各
村别具一格的内涵，
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今后的
重点要放在特色村创建上，
比如大同村和东前村的特色
村创建，
同时，
要结合村里的实际建设美丽乡村，
比如新
关村省级一般历史文化村建设，
像三岭村、
青山村等村
要结合实际，
在特色村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发展美丽经济。发展美丽经济是近年来“三农”
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乡村振兴的最根本指向，
就是要让农民富裕起来。
要做好规划文章。规划就是要把大源作为整体
来考虑，必须要打破村域的概念搞整体战略。比如
蒋家村的台门、建成后的稠溪杭派民居重点发展民
宿，东前村、稠溪村可以登林道、亲子游，大同村可以
体验手工造纸，史家村可以骑行，这样才能把客人留
下来。同时，
要做好开发文章，
做好留白文章。

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骆希罕
拥江奋进新时代，开启追梦新征程。3 月 13
日上午，大源镇在蒋家村文化礼堂、觃口村文化礼
堂、大源集镇有机更新指挥部，同时开展党员春训
活动，镇机关党员，各村、居委会、企业党组织，党
员服务中心等 1550 多名党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镇主要负责人表示，2018 年，在全体党员、全
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看得
见摸得着的成绩，大家一定有目共睹、感同身受，
可以用“破、退、变、转”四个字来概括：
“破”指集镇
搬迁再度破题，历时 100 余天，签约农户 893 户，签
约率达 99.8%，为集镇形态转型奠定扎实基础；
“退”指传统产业全面腾退，2018 年第一批、第二批
和有机更新区块共签约企业 230 余家，为新兴产业
进驻提供发展空间；
“ 变”指乡村面貌正在发生变
化，交通项目、水利项目、基础项目等广泛实施，特
色村、美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美丽经济孕育而
生；
“ 转”指党员干部、人民群众的观念正在转变，
精气神在提升，抢抓机遇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在增
强。
当前，区委区政府提出了“三高”发展的战略
目标，明确了全区工作重心从“破立并举、以破为
主”转变到“破立并举、以立为主”
上来。

机遇有哪些？
今年 2 月 19 日，中央 1 号文件发布，这是新世纪
以来第 16 个聚焦“三农”的 1 号文件，凸显了国家对
“三农”工作的重视。文件释放了一个强大的信号，
做好“三农”工作是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
的硬任务。
2019 年 杭 州 市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也 对 做 好“ 三
农”工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加快现代都市农业发展，像民宿经济、乡村旅游、
乡村文创、养生健康、运动休闲等；建设美丽乡村
升级版，
“ 杭派民居”、精品村、特色村建设等；深化
农村各项改革，加大土地流转，推动规模化经营，
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同时，杭州市提出的

拥江发展、
“ 三化融合”、文化兴盛、民生福祉、改革
攻坚、强基固本等六大行动，都是与大源的建设息
息相关。
近两年，富阳的发展形势越来越好，正朝着大都
市新型城区的方向努力。大源镇同样面临着重大发
展机遇：一座新城、一条高铁、一条高速。杭州富春
湾新城，是一张 20 年的宏伟蓝图，制定了“一年破
题、三年变样、五年基本转型、十年初具雏形、二十年
基 本 建 成”的 时 间 表 ，倒 逼 城 乡 转 型、产 业 转 型。
2017 年以来，在全镇党员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努力下，
已顺利实现破题，腾出了土地空间、发展空间，推动
大源融入主城区的力度和深度逐渐升级，公共配套、
基础设施、人才资源、政策优势等都有不同程度体
现。
其次是杭黄高铁的运营通车，推动了富阳人民
交通出行的大变革。
最后是杭州绕城西复线，这项工程给沉寂 20 余
年的大源里片区域带来了蓬勃生机，让人看到了发
展的势头、红利和生命力，是推动杭千以南发展的强
大引擎，
必须抓住这种机遇和优势。

方向是什么？
2019 年，是杭州富春湾新城建设深入推进之年，
也是大源镇党委实施以队伍质量、城市品质、治理能
力、美丽建设为主的“四个提升”工程的关键之年。
一定要抓住机遇，克难攻坚，为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
新大源打下坚实的基础。
打造美丽集镇。区委已提出“三高”的发展方
向，大源的建设必须要有高品质城市的气质和韵
味。坚持高标准的城市规划，全面推进杭黄站场 1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发展高新制造业、金融服务业，
着力做好产业转型文章。目前，空间已基本完成腾
退，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招引与建设。要加快已引进、
落地项目的投产见效。大源是杭州富春湾新城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城市的基本功能，因此相应的公共
配套必定会跟进，而且一定会是优质的。杭州富春
湾新城建设后，就从集镇变城市，从居民变成市民，
观念要转变，城市管理的标准与水平也必定要与主
城区接轨，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建设美丽乡村。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我们对美丽乡村美好生活的向往。

党员怎么做？
党员是建设大美大源、实现乡村振兴最基本、最
稳固、最忠诚的力量。近几年来，他们在征地拆迁、
环境整治等工作中，都起到了引领作用。在建设大
美大源的过程中，
党员们还将发挥重要作用。
争做学习的表率。党员的身份给予我们权利，
同时也赋予我们义务。党员的先进性，首先要在思
想上保持创优争先，要提高格局、视野与站位，充分
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作为党员，要始终
把学习放在首位，
通过学习取得进步。
争做行动的表率。党支部是基层最坚强的堡
垒，党员是最鲜明的旗帜。党员一定要有争先意识，
要带头干事，为其他村民树立榜样，把发展的势头带
起来。就当前的工作而言，特别是处于大开发大建
设的关键时期，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带头意识，要有
奉献意识。
争做守纪的表率。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推进，范围逐渐从领导干部向基层党组织、
普通党员延伸，管的事项逐渐从大事拓展到小事，管
党治党不再有盲区和真空区，
一定要牢牢守住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