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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
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转阴到多云。今天气温 9－21℃，平均相对湿度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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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y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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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党其赴洞桥镇调研时强调

《富阳城市副中心人居价值》报告发布

始终坚守品质意识
持续彰显山乡味道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4 月 13 日上
午，
“ 味道山乡之状元故里行”活动在
洞桥镇贤德、文村举行，区委书记朱党
其赶赴活动现场走访店家农户，为他
们加油打气。朱党其强调，
“ 味道山
乡”系列活动要高度重视品牌培育，始
终如一坚守品质意识，切实提升“味道
山乡”生命力和影响力，持续彰显山乡
味道，吸引更多游客到山乡来做客，进
一步带动美丽经济发展。区领导吴玉
凤、夏芬陪同调研。
洞桥镇贤德村是杭州地区首个状
元施肩吾的故里。朱党其一行首先来

到贤德集镇的状元馒头传习铺。这里
是一个集馒头制作参观、馒头文化展
示、馒头手工制作体验于一体的工坊，
现场许多学生正在学习“状元馒头”制
作。朱党其说，富阳作为“新劳动教
育”概念的萌发地和创造地，一直以来
都在探索和创新“劳动教育”在中小学
校的实施和发展。洞桥镇是全国新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要结合乡村文明的
传承，进一步探索新劳动教育的多样
化，努力做振兴乡村的样板。也希望
全区的中小学生都能到洞桥体验感受
新劳动教育，通过新劳动教育了解家

乡发展、感受民俗民风、助力乡村振
兴，
真正做到“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随后，朱党其一行又走进贤德村
的农事体验点和“我在富春山乡有个
家”代言家庭，观看学生们的学农实践
成果，与当地农户面对面交谈，听取他
们对“味道山乡”活动的意见建议。朱
党其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持
续发挥洞桥山水优势、资源优势、人
文优势，鼓励农户寻找最优产业，培育
壮大特色经济，把城里人吸引到农村
去消费，
让更多农村人返乡创业。
在贤德集镇，朱党其了解了集镇

富阳转型发展进入黄金期
城市价值让大咖“刮目相看”

环境整治情况及店家经营现状。贤德
集镇经过小城镇环境整治，早已“旧貌
变新颜”，百姓居住环境有了很大提
升。通过政策引导，贤德集镇新培育
了 6 家店面，主要有土蜂蜜、水饺、玉
米馃等特色土货和小吃，并建立了贤
德游客驿站。朱党其细细询问了店家
的经营情况，察看了他们的特色产品，
希望他们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规
范“味道山乡”品牌标识，持续做好高
品质文章，在游客心中烙下“味道山
乡”
的深刻记忆。

日前，富阳举行城市品质价值论坛暨招商
引资推介会，吸引国内外 80 多家知名企业。展
示转型发展成果，剖析省市大战略背景下的富
阳发展，这个干货满满的大会用全新的方式解
读了富阳的
“现在”
和
“未来”。
一项项扎实的工作，一串串数据资料，一
个个发展成果，富阳转型发展的强劲态势，让
现场投资大咖们纷纷对富阳“刮目相看”，感叹
“重新认识富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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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百强区
富阳位列第 55 位
要闻 3 版

讲述独特洞桥故事 还原状元荣归故里
用好用活状元文化，助力乡村振兴；
凝聚村民智慧，
共演精彩山乡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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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特别报道

一位是紧急时刻出击的“神枪手”
一位是整天街头巡逻的“摩托车手”

他们守护着城市安全

区政府召开第 44 次常务会议

富阳将出台
“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
本报讯（记者 陈凌）4 月 12 日下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吴玉凤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区领导张霖、孙
洁、赵志军、王洪光、喻乃群、许玉钧参
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祝一君列席
会议。
会议审议了《富阳区打赢蓝天保卫
战行动计划》
《杭州富春湾新城 2019 年
农居征迁计划》
《富阳区推进更高水平
气象现代化和亚运会气象服务能力提
升实施方案》
《富阳区政府投资项目前
期生成决策机制实施办法》和《富阳区
政府投资项目估算控制指标体系（暂
行）》，并审议研究了富阳区与华东勘测
设计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有
关事项。

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精
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高富
阳生态文明水平。要明确目标，高标准
完成省、市、区各级定量指标考核，加快
推进清新空气示范区建设，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品质。要务实举措，围绕“五气
共治”和能力体系建设，细化年度任务，
牵头部门要履行牵头职责，形成工作清
单、责任清单、时间节点清单，推进工作
落细落实。要强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
和资金保障，加大执法力度，严格目标
考核，实现长效管理。

打赢蓝天保卫战
建设清新空气示范区

为推进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建
设、全面提升公共气象服务能力，为亚
运会气象服务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我
区将出台相关实施方案，以开展亚运
会气象服务保障工程建设、提升气象
预报预警精细化水平、加强生态环境
气象保障和气候资源开发利用、实施
乡村振兴气象服务、实施青少年气象
科普素质提升行动、开展气象信息网
络升级改造为重点，加快提升我区气
象事业整体实力。
会议指出，要以提升亚运会气象服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动
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区将出台
《富阳区打赢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推
进燃煤烟气、工业废气、车船尾气、扬尘
灰气、城乡排气“五气共治”，不断健全
大气环境监管体系，目标到 2022 年全
区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5 微克/立方
米，
建成清新空气示范区。
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

推进更高水平气象现代化
提升亚运会气象服务能力

务保障能力为契机，充分认识新形势下
推进更高水平气象服务现代化的重要
性。要立足防灾减灾第一线的需求，建
立无缝隙、精准化、智慧型现代气象监
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提供准确及时的
气象预报警报服务。要立足亚运会气
象保障的要求，明确节点、倒排计划、加
快推进、提升绩效，全力以赴保障亚运
会的各项赛事和活动。要立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气象服务与农
村文化礼堂建设、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深度结合，与打造全域景区、提升“三
农”产品附加值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生成机制
精准控制政府投资项目估算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市人民政
府关于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
决策部署，进一步规范我区政府投资项
目管理、建立健全民主科学的决策制
度、做深做细项目前期、提高政府投资
综合效益，我区制定了相关实施办法，
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项目前期生成决
策机制，并针对政府投资项目制定了估
算控制指标体系，强化工程造价源头管
理。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推进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提高政
治站位、创新工作方法，建立精准、科
学、规范的项目生成决策机制，不断提
升政府投资项目绩效。要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解决“多规合一、审批改革、资
金控制”等问题，完善项目“联审联批、
模拟审批、区域评估”等服务，进一步精
简审批环节和事项、压缩审批总体时
间，加快政府投资项目流程化、标准化
建设。要调查摸底、广泛借鉴，结合省
市、周边区（县、市）经验和我区实际情
况，科学制定项目估算标准，实现政府
投资项目精细化管理。

区政府党组
集中学习重要会议精神
会后，区政府党组还集中学习了文
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
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和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精
神。吴玉凤强调，政府系统领导干部要
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
作的中心环节，坚定政治方向，深刻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强化理论武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深
化网络安全治理，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
力。

助高铁优势，
助高铁优势
，拓展旅游模式
拓展旅游模式—
——

融杭东进 踏歌而行

黄山：春天的故事
天地之美，美在黄山。
黄山有多美？80 多年前，富阳先贤郁达夫从杭州来游屯溪，曾留下诗作：
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
断肠春色似扬州。
80 年后，随着杭黄高铁的开通，坐着高铁游黄山，动人春色扑面而来，除
了天地大美，
更有黄山融入杭州都市圈的决心和豪气。
站在中国看黄山，站在黄山看中国，
“春天的故事”，在这个新时代，奏起
激扬的续曲：
融杭东进，
黄山将呈现给世界更多的惊喜。

黄山千人团
“乘着高铁游富阳
乘着高铁游富阳”
”
接下来将向其他高铁沿线城市推广
做成常态活动

今天是第 4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提到国家安全，很多人会联想到特工、战
争等，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实际上，国
家安全早就不局限于“保卫国家不受侵
犯”的范畴，而是拓展到经济、社会、生态
环境、网络空间等领域，与每个人的生活
都息息相关。
在富阳，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平
凡的岗位上守护着城市的安全，他们可
能是军人、消防员、人民警察、单位或社
区安保人员、车站安检人员、环境保护志
愿者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走进
公安富阳分局巡特警大队，与防暴分队
狙击手卢文超、骑警分队民警许舟涛面
对面，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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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
“文身、平头、黑衣”
为揽工程“色诱”、群殴、开赌场……
这是富阳首个
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逮捕的犯罪组织

在银湖横行一时的
“黑帮”被连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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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第一批
富阳区文化产业
扶持项目申报启动
最美人间四月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富阳各大景区人头攒动。4 月
13、14 日，富阳迎来了“乘着高铁游富春山居图原创地·实景地”的黄山千人团
游客，这是杭黄高铁开通后我区迎来的首批以富阳为旅游目的地的大型游客
团队，
为
“乘着高铁游富阳”
下了一个美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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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富阳晴雨变化快
最高气温再冲击 30℃
资讯 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