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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统战之家”昨日揭牌

统一战线成员有了共同的活动阵地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昨日上午，富阳区“统战
之家”揭牌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区统一战线成员有
了共同的活动阵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新
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平一起为“统战之家”
揭牌，区领导祝一君、孙晓明、孙晓华参加活动。区
委统战部、区工商联班子成员，区各民主党派、统战
团体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共同见证。
揭牌仪式后，陈新华一行进入“统战之家”参
观，仔细听取了富阳统战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与我
区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亲切交

流，并对已开展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
评价。他强调，要运用好“统战之家”这个平台，积
极发挥各自特色优势，团结统一战线人心，凝聚社
会各界力量，激励统一战线成员担当作为，寻求最
大公约数，
画好最大同心圆。
据了解，富阳区“统战之家”位于富春街道幸福
路 1 号，活动面积约 1500 平方米，设有“同心 E 家”
统战数字化工作平台、统战工作情况展陈区、各民
主党派及统战团体办公区、会议室以及活动室，设
备齐全、功能丰富，是富阳统战工作成果展示，统战

成员学习交流、组织活动、服务群众、对外宣传的一
个重要窗口。
区 委 统 战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富 阳 将 依 托
“统战之家”这个平台，积极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帮助全区各民主党派及统战团体开展特色服务
项目、策划各类特色活动，通过实实在在的举措
和运行机制，把“统战之家”建设成为汇聚力量、
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活动阵
地，为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统一
战线的力量。

《关于促进和保障新沙岛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印发

新沙岛绿色发展
“坚决不搞大开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凌 制图 俞高峰）经区
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日前，区
政府办正式印发了《关于促进和保障新沙
岛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就保护和开发有
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原则
要求

新沙岛的保护要切实贯彻“坚决不搞大开发”要求，坚持
生态立岛原则，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作为基本方针，将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坚守生态红线，积极
构建绿化生产生活方式，着力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的管理体系，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
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
“两江一湖”
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浙江省风景名
胜区条例》
《杭州市拥江发展战略规
划》
《浙江省富阳区环境功能区划》
《富
春江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等。

1.新沙岛全域列入三江汇流区域规划控制范
围，各类建设项目要送杭州市拥江办组织论证，并
报市政府同意；
2.新沙岛位于“两江一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内，建设项目应当符合相应的总体规划，重大项目
建设需报风景名胜区省级主管部门审批核准。

两项
限制

六个
禁止

1
禁止新建各
类工业项目及高
耗能、高耗水的生
产性服务业。

2
不得进行房
地产开发。

3
禁止建设有
损生态的配套设
施，不得建设除必
要的安全防护、生
态农业、农村生态
配套等以外的其
他基础设施。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王文鹏）自 9 月初以
来，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植物检疫
宣传月”活动，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引导行业学
法、知法、守法、用法，努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农业植物检
疫的良好氛围。
活动期间，区农业农村局通过在全区 24 个乡镇（街
道）张贴、悬挂植物检疫宣传标语、横幅；利用各乡镇（街
道）及局大楼 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检疫动画宣传短片；
通过农民信箱向农业经营主体及专技人员发送植物检
疫宣传信息；设立现场咨询点开展检疫法律法规宣传等
一系列活动，
营造了浓郁的植物检疫宣传氛围。
区农业农村局植物检疫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每年 9
到 10 月期间，他们都会组织开展植物检疫宣传月主题
活动，通过多年的努力，逐渐在全区范围内营造了科学
检疫防疫的良好局面。通过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
升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植物检疫的认知水平；进一步夯实
了植物检疫队伍依法治疫的基础，提高了植物检疫队伍
专业技术水平；进一步强化了植物检疫管理相关人员依
法生产经营的意识。

“我和我的祖国”
微宣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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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堤规划
堤线以外用地，规
划为富春江滩涂
用地，属于富春江
河道管理范围，不
得建设永久性建
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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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借土地
流转之名违规搞
非农建设。

严禁占用基
本农田挖塘栽树
及其他毁坏种植
条件的行为。严
禁破坏、污染、圈
占闲置耕地和损
毁农田基础设施。

聚焦
“跑改”
新亮点

7 项货运办事事项实现
“零见面”
审批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娄咪）记者从区
跑改办获悉，9 月底开始，道路经营许可证新办、换
证，车辆道路运输证新办、换证、年审，开具车辆联
系单、更新车辆承运人责任险等 7 项货运业务可网
上申报、办理，真正实现“零见面”
审批。
据统计，全区大大小小的货运企业多达 928 家，
拥有营运车辆 3530 辆，2013 年—2018 年区行政服
务中心等处交通窗口年均办件量 3 万余件，其中货
运业务办件量 1.6 万余件，占总办件量的 53.3%。基
于货运业务量占比大，区交通运输窗口不断深化
“就近办、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等多种政务服务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汪敏儿）为进一步提
升富阳城区桥隧养护管理水平，提高人员综合素养和专
业技能，日前，市政园林管理局组织桥梁隧道业务知识
培训会议。园管、桥梁、隧道、市政设施养护单位相关人
员参与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从桥隧养护常见病害和日常管养规
范两个方面出发，通过讲解桥隧常见病害类型、病害问
题产生原因、病害解决方法、养护注意事项、新材料新科
技等内容，系统性、科学性地讲解了桥隧专业技术知识，
为养护人员构建了技术支撑、制度保障的双重理论体
系，
使学员受益匪浅。
本次培训扩充了养护人员专业知识结构，规范了作
业流程、提升了职业素养。市政园林管理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不断提高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打造一
支高素质、高技能型的专业桥隧养护队伍，为建设富裕
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富阳高质量开展
“植物检疫宣传月”
活动

允许开发生态保育、生态旅游、文化休闲和生
态农业等功能性项目，以及个别公益性、功能性、
基础性设施。

一个
允许

全区桥隧养护人员学习“充电”
提高综合素养和专业技能水平

模式，明确道路经营许可证新办、换证，车辆道路运
输证新办、换证、年审，开具车辆联系单、更新车辆
承运人责任险等 7 项货运业务实现“网上办理”。同
时，考虑到企业和群众对交通运输业务网上申报操
作流程不熟悉的问题，区交通运输窗口第一时间对
全区危货企业和拥有 10 辆及以上营运车辆的普货
企业经办人员进行了首场货运业务外网申报培训
会，指导相关企业和人员熟练掌握相关业务网上申
报的技能和流程。
培训中，窗口工作人员细致耐心地融合实际案
例讲解每一项货运业务外网申报操作步骤，在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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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认真听讲，提出了诸如希望窗口能及时告知政策
法规的动态更新情况等意见建议。随后，首位货运
企业经办人通过自主网上申报，成功到窗口领取车
辆道路运输证。窗口工作人员介绍，预计今后货运
业务窗口办件量将大幅减少，同时网上申报率将逐
步增加。
下一步，窗口将结合此次试点培训的经验，定
期举办同类业务培训会，将服务延伸至全区小规模
货运企业，让“互联网+政务服务”得到深化运用，真
正意义上使政务服务事项从“窗口办”向“网上办”
转变。

这一抹青春的藏蓝
选送单位：
区城市管理局

宣讲人：
郑雨婷

大家好，我叫郑雨婷，来自江苏，是一名新城管人、
新富阳人，也是新时代的新青年。今年，是我走进富阳
与城管事业相约的第一年。
这一年，我与富阳共成长，见证着这座依山傍水的
美丽城市不断突破自我、改革创新，拥抱富春江、拥抱大
都市、拥抱新时代，开启“三高”发展新征程；这一年，我
与城管事业同进步，感叹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担当有
为、真抓实干，修党性、强本领，内化学识；提技能、重舆
论，外诉有声。既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绣花人”，又是
城乡有序发展的
“守护者”，
铮铮铁骨，
温情为民。
用心感受这一年的成长和收获，不禁会去思考：这
抹藏蓝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年轻人，穿上这抹藏蓝后
又能为富阳发展做些什么？
这抹藏蓝，是综巡办大厅宣传标语的颜色。敢担
当、严执法。记得刚入职时的轮岗学习，我跟着师傅，拆
违建、查渣土、贴违停，各种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
止。城市管理之路从来都不平坦，面对坡更陡、浪更急、
事更难的“三高”发展新征程，我们年轻人，要不断提高
爬陡坡、越高山、搏巨浪的耐力与韧性。不断去思考，去
叩问、去追寻，努力成为城管事业新的支柱，富阳未来发
展新的先锋！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抹藏蓝的名字，叫
作责任。
这抹藏蓝，是智慧城管操作系统的颜色。在数字城
管工作的大半年里，我深刻体会到了城管工作新而多
变，富阳转型难而复杂，我们年轻人，要时刻保持对知识
的饥渴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为自身注入新的文化活
力。这时，
我才发现，
原来这抹藏蓝的名字，
叫作内涵。
此刻，我站在这里看着手臂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管理执法”的臂章，内心汹涌澎湃。作为一名新
富阳人，作为城市管理队伍的一名萌新，作为万千有志
青年中的一员，我必将以青春为证，用全新姿态，助力城
管事业优化发展。做个奔跑者，当好追梦人，为描绘大
美富阳山水画卷，
献上属于自己的一抹靓丽藏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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