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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

区政协召开专题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张政劼）

昨日下午，区政协召开“新时代人民政协
的新样子”专题讨论活动动员部署会。
区政协领导陆洪勤、方仁臻、王小丁、
孙柏平、孙晓明、蒋建民、胡狄华参加。

区政协副主席方仁臻说，开展“新
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专题讨论，旨在
通过活动，结合履职工作，认真组织学
习交流，深入查摆存在问题，切实抓好
整改落实，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查找差
距，对标要求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进一
步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
命，进一步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进一步锤炼过硬履职本领和工

作作风，进一步践行“一线”要求、展现
“一线”作风，切实担负起人民政协制度
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树
立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为助推富
阳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
水平社会治理和加快建设富裕阳光的
大都市新型城区努力奋斗。

据悉，专题讨论活动重点围绕“五
个如何”展开：如何把新时代人民政
协的政治责任担当起来，如何把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价值作用发挥出来，如何
把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履职能力提升起
来，如何把新时代人民政协的为民情怀
体现出来，如何把新时代人民政协的

精神风貌焕发出来。主要安排在今年6
月至 8 月，重点开展“六个一”活动，即
开展一次“政协人新时代新风貌”笔谈、
一次“新样子·金点子”征集、一次“我和
我们的政协”主题活动、一次“学习新思
想、树立新样子”专题研讨、查找一次

“新时代政协新样子”存在问题以及
一次以“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
为重要内容的读书会（学习会）暨交
流会。

同时，在 9 月起开展第二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时，将继续
深化“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专
题讨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张政
劼）昨日下午，区政协召开2019年上半
年度总结交流会，回顾总结上半年各界
别小组履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
工作。区政协领导陆洪勤、方仁臻、王
小丁、孙柏平、孙晓明、蒋建民、胡狄华
参加。

会上，18个界别小组分别汇报半年
来的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工作打算，相
关委办主任针对小组提出的问题和意
见作补充发言。今年以来，区政协各界
别小组围绕履职重点，持续跟进提案督
办，认真组织课题调研，扎实开展民主
监督，充分彰显界别特色，履职成效显
著。

区政协主席陆洪勤对政协上半年
工作表示肯定。他说，今年以来，在区
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区政府及相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委员的共同努
力，区政协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
较好的履职成效，主要体现在：自身建
设更加扎实，协商活动更加有效，民主
监督更加有力，议政建言更加精准，团

结联谊更加广泛。不少工作成果得到
了上级政协和区委、区政府的高度肯
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好
评。

陆洪勤指出，在看到成绩的同时，
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如有的工作进度
滞后、进展不够平衡、质量还需提升等。

陆洪勤强调，今年是本届政协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下半年要按照上级政
协和区委的部署要求，统筹兼顾，突出
重点，明确任务、抢抓进度。要树立新
样子，展现新形象。关键是开展好“新
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专题讨论活动
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展现出新时代富阳政协的良好形
象。要建好新平台，履行新使命。通过
搭建“请你来协商”平台，找准问题，做
深调研，精准建言，使政协各类协商活
动更为灵活、更加规范地开展。要打好
组合拳，助推新发展。继续开展“城乡
生活垃圾分类”专项集体民主监督，深
入开展委派民主监督员监督活动，统筹
抓好政协提案办理监督、各类视察监

督、委组对口监督等其他监督活动，更
好发挥“钉钉子、抓落实”的重要一锤作
用。要聚焦高质量，参政新作为。坚持

“数量适度、质量为要”为理念，把调查
研究作为政协履职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做到用心座谈走访、细心摸清情况、潜
心研究问题、精心提出对策，使更多有
见解、有分量、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转化
为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参政议政
成果。要画好同心圆，汇聚新力量。会
同有关单位开展好“庆祝新中国暨人民
政协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定 70 周
年”系列活动，继续深化“政协走亲”活
动，做好文史书画工作，强化宣传策划，
不断提升富阳政协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和美誉度。

陆洪勤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牢记使
命、勤勉履职，用自己的实干担当树立
起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为推动
富阳“三高”发展和加快建设富裕阳光
的大都市新型城区作出政协应有的贡
献。

陆洪勤在区政协上半年度总结交流会上指出

以实干担当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

2017年以来，我区共查处党员干
部和监察对象酒驾醉驾案件 113 件，
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2人，因醉驾入
刑 34 人。为进一步强化党员干部和
监察对象遵纪守法意识，自觉维护社
会管理秩序，坚决遏制饮酒驾驶机动
车等违纪违法行为，现将其中7起典
型案件通报如下：

一、团区委原办公室主任蔡
昱明醉酒驾驶问题

2016 年 12 月 20 日晚，蔡昱明饮
酒后驾驶小型轿车从富阳区富春街
道文教路驶往文居街阳光里小区，行
驶至现代肖邦小区门口路段时，与道
路中间护栏发生碰撞，造成车辆和护
栏损坏的交通事故，蔡昱明驾车逃离
事故现场后被抓获。经检测，蔡昱明
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202.7mg/100ml。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蔡昱明拘役三个月，并处罚
金计人民币6000元。2017年3月，蔡
昱明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二、场口镇人大原副主席汪
尚水醉酒驾驶问题

2017年4月20日晚，汪尚水饮酒
后驾驶小型轿车从富阳区东吴文化
公园驶往场口镇人民政府，沿江滨西
大道行驶至鹿山街道江滨村路段时，
被执勤民警查获。经检测，汪尚水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203.9mg/100ml。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
判处汪尚水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计
人民币2000元。2018年3月，汪尚水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三、区工商联退休干部张新
书醉酒驾驶问题

2018 年 1 月 6 日晚，张新书饮酒
后驾驶小型轿车从富阳区东洲街道
许家埭村驶往张家村，沿大后线由
西向东行至红旗村时，撞上他人的
房屋，造成房屋损坏、车辆受损及其
本人受伤的道路交通事故，报警后
被民警查获。经鉴定，张新书血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245.6mg/100ml。 杭
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
罪，判处张新书拘役四个月，并处罚
金计人民币 8000 元。2018 年 9 月，
张新书受到开除党籍、降低退休待
遇处分。

四、原区安监局安全生产监
察大队主任科员李忠兴醉酒驾
驶问题

2017 年 12 月 28 日晚，李忠兴饮
酒后驾驶小型轿车，从富阳区富春街
道凤浦路驶往高教路大学城，途经华
庭路富春七小路段时，被执勤民警查
获。经检测，李忠兴血液中乙醇含量
为220.2mg/100ml。杭州市富阳区人
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忠兴拘

役二个月，并处罚金计人民币 4000
元。2018年4月，李忠兴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

五、银湖街道坑西村原党委
委员王小林醉酒驾驶问题

2018年8月23日晚，王小林饮酒
后驾驶小型面包车,自富阳区富春街
道恩波大道加油站处驶往富春街道
振兴路3弄住处，途经文居街梅园宾
馆路段时,被执勤民警查获。经检测，
王小林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11.8mg/
100ml。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对
王小林作出不起诉决定。2018 年 11
月，王小林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六、区统计局办公室主任陈
宏军醉酒驾驶问题

2019年5月31日凌晨，陈宏军饮
酒后驾驶小型轿车，自富阳区富春街
道金都铭苑驶往富春街道大家小墅，
途经文居街金汇之星小区路段时，被
执勤民警查获。经检测，陈宏军血液
中乙醇含量为139.6mg/100ml。该案
由公安富阳分局进一步侦查中。区
纪委监委正跟踪督办。

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
大队原大队长程立峰醉酒驾驶
问题

2019年6月17日晚，程立峰饮酒
后驾驶小型轿车，从富阳区富春街道
秦望路驶往文教路家中，途经文教路
126 号路段时，被执勤民警查获。经
检测，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86.3mg/
100ml。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对
程立峰作出不起诉决定。目前，区纪
委监委已对其立案审（调）查。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仍
有少数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法治意
识不强、纪律观念淡薄、底线思维缺
失，心存侥幸，明知故犯，严重损害了
党的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教训极为
深刻。

全区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要从
以上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
戒，充分认识酒驾醉驾的严重性和危
害性，进一步加强自我约束，带头遵
纪守法，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和纪律意
识，坚决杜绝酒后驾驶等违纪违法行
为。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主
体责任，强化教育管理，抓早抓小，防
微杜渐，及时提醒纠正。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要加强日常监督，挺纪在前，
严查严管，对教育管理、监督防范和
纠正不力的，要追究相关领导的责
任。要加强与公安等执法机关的协
调衔接，从快从严查处破纪破法案
件，及时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持续保
持高压态势。
中共杭州市富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杭州市富阳区监察委员会
2019年7月9日

关于对7起党员干部和监察对象
酒驾醉驾典型案件的通报

近日，区纪委监委通报了 7 起党
员干部酒后驾车的典型案例，表明了
对此类问题“零容忍”，重拳出击、严
肃查处的鲜明态度。

众所周知，酒后驾车是极其危险
的违法行为，不仅威胁他人和公共安
全，而且还关系着无数个家庭的平安
幸福。自实行“醉驾入刑”以来，“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逐
渐深入人心，酒驾这一恶习风气得到
了有效遏制，因酒驾造成的交通事故
也大幅下降。

小行为大代价。对酒驾者来说，
违法成本甚高，不仅会影响一生，还
可能会殃及子女。任何人都不应抱
有侥幸心理，自恃技高一筹，动了酒
杯后仍去开车，否则必将害人又害
己。“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是每
位公民应当恪守的法律底线，对党员
干部来说更应如此，须树立遵纪守法
的榜样，带头拒绝酒驾。若党员干部
酒驾醉驾，不仅与“先锋模范”要求相
去甚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党的形
象，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理应受到
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

其实，对于酒驾的危害，党员干
部并非不知。然而，仍有少数党员干
部自我纵容，在“罪”与“罚”的沉重代
价面前，“冒天下之大不韪”，最终出
现在酒驾的榜单之上，不仅让自己陷
入“负面漩涡”，抹上政治污点，更是
为公众所诟病。党员干部酒后驾车，
这是对自己、家庭的失责，更是对党

纪、国法的漠视，从中进一步折射出
部分党员干部的法纪意识、自律意识
需要强化，也反映出个别党组织对党
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有待
加强。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在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每名党员干部
都应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带头
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主动恪守党纪党
规，时时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坚
守法律和纪律的“底线”，坚决消除特
权意识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为群众作好表率。倘若丧失
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必然会做出错
误选择，最终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整治党员干部酒驾，各级党组织
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警示教育，时常拉
亮“警示灯”、念好“紧箍咒”，从而促
使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思想清醒，始终
规范日常行为，真正做到心有所畏
戒，不越法纪红线。与此同时，还应
注重家风、家教的建设，让党员干部
的“贤内助”争做“廉内助”，规劝家人
不要触纪违法，懂得“饮酒醉，最为
丑”，“珍爱家人、拒绝酒驾”，避免“行
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严管就是厚爱。不管是党员干
部还是公职人员都是纪委监委的监
督对象，都不能心存侥幸。相信，此次
对于酒驾、醉驾问题的通报曝光，不单
是为了让违纪违法党员干部“亮丑”，
更重要的是提醒所有的党员干部和
公职人员以此为鉴，不重蹈覆辙。

拒绝酒驾，从党员干部带头做起
□缘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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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富阳创新创业大赛”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朱柳燕 谢雨天）昨日是
“富春杯”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暨富春山居文创品牌提升系列活动
之一——“富春杯“全国艺术院校大学生
创新创业实训营第一天，全国“八大美院”
参赛团队“兵分八路”，分赴富阳各个结对
乡镇（街道），进行为期五天的实训。各乡
镇（街道）热情接待了与之结对的参赛团
队，并事先制订了实训计划，一大早就派
车到富阳城区接参赛团队，前往各自“营
地”，下榻宾馆、民宿，并展开了第一天实
训内容。本报记者分两组分别跟踪记录
了他们实训第一天的情况。

实训首日的安排各个乡镇（街道）不
尽相同，基本以双方交流意见和各文旅、
特色产业基地的实地踏看为主。“因为我
们都是第一次来这里，所以不如先坐下来
聊聊，看看宣传片、画册，听听东道主怎么
说，让我们对这里有个初步印象，也有利
于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能带着问题
去观察和收集材料。”鲁迅美院的带队老
师齐兰在参观常绿镇前，提出要先与常
绿镇相关负责人交流的想法，而龙门镇政
府则是让西安美院参赛团队先自由参观
古镇，有了对古镇的初步感受后再召开座

谈会，并鼓励大家勇于提出自己的好思
路、好想法。广州美院首先参观了黄公望
隐居地，并在下午的座谈会中，详细了解
东洲街道旅游、农业、企业等产业情况，以
及东洲目前文创方面存在的短板；中国
美院团队上午在渔山乡进行了座谈，展
开关于如何提升和规划“稻香”活动的讨
论；四川美院在参观完安顶山村后，里山
镇镇长介绍了安顶云雾茶的“前世今生”，
希望团队能设计具有里山特色的形象lo-

go以及一套围绕“茶文化”文创产品的包
装设计。

“八大美院”的参赛团队都非常认真
地倾听了结对乡镇（街道）的诉求，并以此
作为设计方向。“主办方周到的安排和结
对乡镇（街道）的热情让我们很感动，而我
们作为参赛者，不仅仅是来和其他美院

‘华山论剑’、一较高下的，我们更希望把
创意和设计实实在在地在富阳落地，赋予
这方热情的土地更多艺术的元素。”

洞桥镇与天津美院团队进行座谈讨论

“八大美院”分赴结对乡镇（街道）交流对接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上午，区委
副书记、区长吴玉凤带队前往场口镇，专
题检查小城市培育各类项目推进情况。
区领导魏东参加。

吴玉凤一行首先来到场口集镇区块，
查看便民服务大楼及执法中心工程推进
情况。该项目总用地35.1亩,概算总投资
2.16 亿元，主体建筑地上共 17 层、地下 1
层，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目前项目桩
基施工已完成 50%。她叮嘱施工单位严
把工程质量标准，加大人员设备投入，确
保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打造市民共享的
场口小城市地标。

紧接着，吴玉凤来到老鹰教育艺考培
训中心项目现场。该项目占地51.67亩，
总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
于2018年11月开工建设。目前已有3幢
建筑结顶，预计本月可全部结顶，计划明
年 4 月开始招生。吴玉凤表示，在部门、
乡镇、企业三方通力配合下，项目推进速

度快、设计建设标准高，值得肯定。希望
企业继续抱持“艺人匠心”，不断提升管
理、运营水平，为场口建设“艺考小镇”打
造示范标杆。

随后，吴玉凤来到开发区场口新区，
走访了浙江维彬三维科技有限公司和杭
州远鸿科技有限公司两家新入园企业。
维彬公司主要从事世界先进的桌面级3D
打印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业务，项目用地
10.9 亩，目前厂房主体已完工，进入内部
装修阶段，预计今年 10 月可建成投产。
远鸿公司占地52.5亩，为利用存量土地及
原有厂房新建新能源铜导体线及超细复
膜金属线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
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医疗器械、消费电子
产品等领域，企业目前已取得施工许可证
并完成一期设备订购和项目基建招投
标。在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后，她对两
家企业坚持科技引领、加快转型发展表示
充分肯定，希望企业能够牢牢把握国家支

持制造业发展以及“三化融合”机遇，努力
做大做强，实现跨越发展。同时，她要求
部门乡镇强化组团服务，助推项目早投
产、早见效。

最后，吴玉凤来到联群村，调研风铃
庄园养老综合体项目建设情况。该项目
通过租赁村集体原文化中心等资源，打造
集休闲养老、特色餐饮和度假娱乐为一体
的高端养老综合体。通过引入该项目，村
集体每年可直接增加经营性收入36.5万
元。吴玉凤对企业经营理念及发展规划
表示肯定，希望企业能进一步用好当地自
然人文资源，为场口小城市及乡村旅游聚
集人气，促进全区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
展。

吴玉凤强调，要对标对表、全力以赴，
以“一流施工队”精神狠抓项目建设，加快
小城市培育；要围绕项目“全生命周期”主
动跟踪服务，通过营造一流环境，激发企
业主体活力，为产业发展凝聚强大动能。

吴玉凤在场口镇检查项目推进情况时强调

以“一流施工队”精神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