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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晴；明天晴到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气温5－12℃，平均相对湿度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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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故事”宣讲团成立
34名宣讲员将下基层

“传播好声音，汇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陈凌）11月30日上
午，区委书记朱党其在督查环境卫生
整治情况时强调，要明确重点、清晰职
责、强化联动、广泛动员，打好一场“清
洁家园、文明富阳”的持久战，高标准
规划、建设和管理好城市。区领导赵
志军、王洪光、喻乃群、许玉钧参加。

朱党其一行先后来到杭新景高
速东洲互通整治工程、大桥南路延伸
工程、春南安置小区项目等地，实地
督查环境卫生情况；随后沿新中线、
鹿山大道、蒋大线、320国道、高泰线、
高尔夫路、江滨东大道等道路车览了
沿线情况，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
现场交办。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各相关
部门、国企平台、乡镇（街道）汇报了

近期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情况，并就当
前道路养护清洁、在建工地管理、工
程车辆监管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提出针对性整改措施。

朱党其指出，扎实开展好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不仅是迎接全国文明城
市测评和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的迫
切要求，更是持续改善富阳城乡人居
环境、推进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全面
提升的现实需要。自全区迎检工作
推进会以来，各地环境卫生情况有所
改进，但从实地督查来看，依然存在
各地工作不平衡、责任落实不到位、
整体面貌不理想等情况，要充分认识
到形势的严峻性和工作的紧迫性，提
高标准、明确重点、清晰职责、强化联
动、广泛动员，扎扎实实做好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
朱党其强调，做好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就是要打好一场“清洁家园、文
明富阳”的持久战。要动员全区上下
各级联动参与环境治理，全面做好清
洁工地、清洁道路、清洁机关、清洁厂
区、清洁村社、清洁庭院等各项工
作。要推进由区领导领衔的联整联
防联治机制，进一步明确重点、清晰
责任、深入联动，重点管控好迁建工
地、运输车辆、渣土场和村庄道口等
源头和关键环节。要用好环境卫生
通报排名机制，压实部门监管责任、
乡镇（街道）属地责任、村社和企事业
单位主体责任，确保工作全覆盖无死
角。要严格管控、严厉执法，加强环
保执法强度，加大文明工地考核力

度，突出奖优罚劣，落实好绩效挂钩
机制。

朱党其强调，环境卫生整治要取
得实效，关键在于高标准规划、建设和
管理好这座城市。要以大桥南路延伸
工程等为样板，建设好养护好全区各
条道路，要以春南安置小区项目等为
样板，树立起一大批文明施工样板工
地，要借鉴先进企业标准化管理经验，
带动全区企业施工管理水平提升。要
加强问题协调通报力度，实行销号制
度，果断处置存在的环境问题。广大
领导干部要做事业有心人，带着职业
眼光“行在路上”，把发现问题“记在心
上”，把问题整改“落在地上”，系统梳
理和解决好环境卫生问题，为富阳高
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11 月 29
日，区委书记朱党其赴富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调研。他强调，要以后来居
上、勇于超越的信心和雄心，加快建
设产城发展新地标。区领导丁永刚、
许玉钧参加。

在开发区银湖新区，朱党其一
行首先参加了“芯联万物·智创未
来”2019 寰星电子芯片发布会，为企
业发展加油鼓劲；随后走访调研了
银湖北入口产业园，了解总部项目
推进情况。在之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朱党其听取了开发区关于 2020
年工作思路的汇报，相关部门提出
意见建议。

朱党其说，开发区是富阳经济
发展、城市建设的主战场，也是近年
来支撑富阳产业发展最大的“台柱

子”。自 8 月 19 日全区首个优质服
务检讨会以来，开发区深刻反思、迅
速行动，积极整改、有效落实，围绕
各项目标任务战天斗地、攻坚克难，
干部精神、干事作风、工作效率发生
显著转变，腾空间、转动能、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产业发展各项事业

“全面开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
的景象、展示出全面丰收的希望，为
推动富阳高质量快速发展打下了良
好基础。

朱党其指出，当前开发区仍面临
着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对银湖区块未
来大发展准备不够、干部服务本领不
强等短板，要进一步坚定信心、树立
雄心，加快推动开发区银湖新区打造
成为产城发展新地标。

朱党其要求，要强化现代产业发

展。以后来居上、勇于超越的信心和
雄心，全面谋划银湖区块产业布局，
重点突出总部经济、研发孵化器、高
精楼宇制造，引领杭州开发区经济发
展新模式。要强化现代城市建设。
坚持城市与人、与产业、与生态相生
相融，完善城市功能，打造留得住年
轻人的配套设施；把好城市建设关，
按照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坚持道路
对标优秀工程、建筑要有形态艺术
美，全面把好设计、施工安全、施工质
量、施工进度各个环节，打造样板工
程；科学利用空间，充分运用地下空
间，优化配备城市功能；把好城市管
理关，提高工地管理标准，打造一流
建设工地。

朱党其强调，要提升干部服务本
领。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系统

思维能力，增强谋划的前瞻性；要学
会“转后跟”跑腿，坚持部门多上门、
企业少跑腿，积极主动为企业服务；
要自觉弯下腰服务，当好“店小二”。
要继续为城市发展腾好空间。拉高
标杆，加快制定明年计划，既要加快
腾出新空间，又要用足用好老空间。
要做好保障工作。强化组织保障，推
动各类执法力量向开发区延伸，适应
现代城市板块社会治理需要；加强力
量统筹，形成各部门全力支持、乡镇
（街道）融合一体推动开发区发展的
工作格局；加大协调力度，开发区要
敢于协调、勇于破难，提高各项工作
办事效率；降低创业成本，进一步营
造良好创业环境，让更多项目来开发
区落地。

朱党其在督查环境卫生整治情况时强调

打好清洁家园文明富阳持久战

富阳出台
竹纸产业整治提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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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党其在调研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强调

坚定信心 树立雄心 加快建设产城发展新地标

目前，富阳仍属艾滋病低流行区，但近几年报告数
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新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
数为 1 例，2010 年突破 20 大关，2017 年上升至 36 人，
2018年与2019年均突破40人。

从疫情数据来看，富阳艾滋病疫情呈现以下几个
特征：感染者性别以男性为主；年龄以青壮年为主，高
年龄感染者人数逐年增加，最高年龄85岁；本地户籍
感染者人数逐年增多，外地户籍感染者为富阳常住人
口的比例逐年增高；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下学历为主；感
染途径以性途径传播为主，配偶间传播的比例升高；已
婚人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有所增加。

世界艾滋病日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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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富阳新报告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40例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金珍）11 月 28 日，杭州宏华软件有
限公司领取了首份带有“滨富合作
区”字样的营业执照，成为第一家
入驻杭州高新区（滨江）富阳特别
合作区的企业。

今年 8 月 28 日，“杭州高新区
（滨江）富阳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
会”揭牌，翻开了杭州富春湾新城
发展崭新的一页，开启了两地合作
新的征程。特别合作区位于杭州
富春湾新城东部产业区块，面积5.8
平方公里，东南起杭新景高速，西至
小源溪和杨元坎村，北至富春江，
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为推进特别合作区建设，区跑
改办和区市场监管局提高站位、勇
于担责，创新服务举措，全力营造一
流的营商环境：一方面，为入驻企业
开通绿色通道，专人对接，快速服

务；另一方面，将特别合作区全域
纳入住所申报试点区，入驻企业凭

《富阳区商事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申报承诺书》免于提交住所材料，降
低进驻企业创业成本，简化登记手
续，激发市场活力，实现企业办事

“最多跑一次”。
“今后，我们将继续按照便捷高

效的原则，全面提升登记注册服务
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别合作区产业
引进，推动富阳‘三高’发展。”区市
场监管局窗口相关负责人说。

杭州宏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数码
喷印装备与耗材的研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8 年，公司产品在纺织数码喷印
装备领域市场占有率国内第一、全
球第二。

杭州宏华软件有限公司建设纺
织数码喷印装备与耗材的智能化工
厂项目，选址于杭州富春湾新城灵
桥镇灵桥村，总用地面积120亩，项

目计划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项目
用地面积约为 48.4545 亩。项目总
投资 10 亿元，其中一期项目投资 4
亿 元 。 预 计 项 目 达 产 后 可 年 产

5000 台套纺织数码喷印设备和配
套耗材，其中一期项目达产后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 3.25 亿元、税收 1500
万元。

“滨富特别合作区”首家企业入驻

企业领取首份带有“滨富合作区”字样的营业执照

工程进展

杭州绕城西复线杭绍段工程

富春江特大桥左幅贯通

11 月 29 日上午 10 点，杭州绕城西复线杭
绍段工程富春江特大桥左幅最后一片 T 梁安
装完成。至此，重要节点富春江特大桥左幅
110 榀节段梁、77 片 T 梁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
左幅桥梁整体顺利贯通，离西复线全线贯通更
近一步。

富春江特大桥全长898.8米，北连状元坞隧
道，南接中埠高架桥。该大桥作为富阳段的一
个亮点工程，不仅使富春江两岸多了一条通道，
同时，与其衔接的中埠枢纽四通八达，与杭新景
高速、杭金衢高速等重要交通干道相连，丰富了
富阳的交通路网体系，对于富阳“拥江发展”“融
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杭富地铁

富春站至桂花路站
区间左线贯通

11月28日18点08分，杭富地铁富春站至桂
花路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11 月 30 日 16 点 08
分，6标科创园站左线盾构顺利始发，至此，杭富
地铁16台盾构机全部下井掘进，地铁施工进入
全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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