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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11月29日
下午，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
十四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汤金
华，副主任赵玉龙、祝一君、郎卫国、
裘富水、陈鸿麟、华之江及常委会委
员共26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祝一君
主持。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霖，
区法检两院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 2019 年区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报告。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
2019 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的
报告和区人大常委会关于2019年财
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草案）
的审查报告。

会议还审议并表决人事任免和
代表工作有关事项。

汤金华指出，办好民生实事项目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

体体现，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
抓手，更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的实际行动。今年是实行民生实事
项目票决制的第二年，区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票决产生的10件民生实事，
总体进度比往年要好要快，12月底将
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任
务。今年的民生实事项目抓得紧、进
度快、质量好，得益于区政府领导的
高度重视，得益于实施部门的克难攻
坚，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同时也离不开区人大常委会和全
体人大代表的监督助推。针对目前
尚有部分子项目没有完成的情况，汤
金华希望区政府及有关单位要继续
高度重视民生实事项目办理工作，抓
住最后一个月时间，在保证质量的前
提下，加快施工，确保在人代会上向
全体人大代表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汤金华指出，区政府及其财政部
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区委的决策部署，认真执
行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的有
关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大减税降
费力度，着力保障民生改善等重点
领域支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
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
财政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作用，预算执行总体情况较好。
他希望，区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进
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强化
预算执行的刚性；要进一步加强预
算管理，提升财政管理能力；要进一
步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提升资
金使用绩效；要进一步加强政府性
债务管理，防范债务风险。

汤金华强调，区人大常委会及各
位组成人员和人大机关全体同志要
对照年度工作安排，科学合理安排
时间，认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
保今年常委会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要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加强调查研
究，广泛征集意见，科学合理地谋划
好常委会明年的工作计划，特别是
要深入谋划做好我区人大工作的新
举措。汤金华要求，区人大常委会
及各位组成人员，要紧密结合新时
期我区人大工作实际，在不断学习、
总结和探索中，提出做好人大工作
的新举措、新方法，形成新的工作思
路和制度规范，使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从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等各个方
面更好地适应地方改革发展的需
要，更好地适应地方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区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后，区人
大常委会组织第二十三次、第二十四
次会议任命和决定任命的6名国家工
作人员参加宪法宣誓仪式。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汤金华主持宣誓仪式，副
主任赵玉龙、祝一君、郎卫国、裘富
水、陈鸿麟、华之江共同监誓。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
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努力奋斗！”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局长丁一，区教育局局长方亮，区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胤哲，区
人大常委会鹿山街道工委副主任闻
林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马浩青，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孙岳芳身着正装，依次面向国旗和
国徽，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
严宣誓。

汤金华在宣誓仪式上说，参加宪

法宣誓仪式的国家工作人员要进一步
树立宪法意识。做遵守和维护宪法的
模范，大力弘扬宪法精神、广泛宣传宪
法知识、积极传播宪法理念，争做法治
富阳建设的践行者和引领者；要进一
步强化人民意识和公仆意识。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大力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解难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汤金华要求，要进一步增强担当
意识和履职意识。人大干部要切实

履行宪法赋予的权力和使命，始终聚
焦发展和民生重大问题，进一步密切
与代表、与群众的联系，充分发挥人
大智慧，彰显人大作为；政府部门负
责人要严格依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行权履职，自觉接受监督，
甘于奉献、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在新
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新天地；法检两院
的同志要始终坚持公正司法、为民司
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担负起维
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职责。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的决议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财政局局长刘学军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杭州市富阳区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第
二次调整的报告》，对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决定，批准区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杭州市富阳区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
的报告》和2019年财政收支预算第二次调整方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任命：

孙岳芳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俞 敏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章天怡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张国芬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汪琰婷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马浩青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职务。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6名国家工作人员参加宪法宣誓仪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有关规定，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决定任命：

方 亮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局长；
丁 一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决定免去：
宋国胜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局长职务；
汪轶平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的有关规定，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决通
过，任命：

闻林雪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鹿山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徐鑫华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鹿山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表
决通过，任命：

马浩青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鲍硕玮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金叶群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俞添景同志为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孙岳芳同志的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
2019年11月29日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王小奇 通讯
员 朱哲敏 陈东）11月30日，湖杭铁路
富春街道西邮村区块房屋搬迁集中签
约，涉及搬迁农户39户、企业7家。截
至当晚10点，39户搬迁农户全部签约。

早上8点，集中签约在富春街道西
邮村湖杭铁路项目征迁指挥部正式开
始，现场分成两个签约小组有序进行。

早早来到指挥部的搬迁户，忙着登
记信息、领取签约号码牌，排队等候。
村民陈建明在外甥高德卫的陪同下，第
一个完成了签约。他说：“政府很照顾
老百姓，为老百姓考虑。以后富阳西站
要造在这里，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我们

很积极，赶着来签约。”
村民陈楠荣没有赶“早高峰”，10点

左右来到现场。他说：“政策都是公平
公正的，我很放心。我家的房子有400
多平方米，也是舍不得拆掉，但是为了
富阳美好的未来，还是要支持政府的工
作。”

根据要求，富春街道统筹安排、扎
实推进，成立湖杭铁路项目工作指挥
部，下设7个工作组，11月14日，各工作
组全部入户开展工作。本项目共涉及
拔山村、执中亭村、西邮村、杨清庙村、
方家井村等5个行政村，被搬迁农户97
户、企业 8 家，其中西邮村被搬迁农户

39户、企业7家。
截至目前，整个湖杭铁路富春街道

段搬迁签约工作基本完成。
按计划，12月20日前，完成房屋腾

空及交房工作，春节前完成拆除房屋招
投标，以及部分拆除工作。涉及企业的
初评动迁工作已基本结束，12 月 20 日
前完成签约。

本次湖杭铁路富春街道段房屋搬
迁，严格遵循“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统
一尺度、一口定价”的原则。自从搬迁
工作启动以来，街道、村工作人员，坚持

“白+黑”“5+2”的工作模式，奋战在一
线，一户一户上门做工作，耐心地向农

户解释相关政策。
西邮村党委书记陆东林介绍，此次

房屋搬迁的安置区块确定在湖回垅自
然村村口。西邮村由原华家埭、西邮、
杨梅山三个村合并而成，自古有名，早
年间是富阳最西边的驿站，但集体经济
薄弱，村民收入主要来自种植草莓、桃
子等。陆东林说：“湖杭铁路建好后，富
阳西站就在我们村，对村里的经济发展
肯定有很大的带动作用。”

湖杭铁路富阳段正线全长 38 公
里，途经银湖街道、富春街道、鹿山街
道、渌渚镇。新建的富阳西站位于富春
街道西邮村西侧，车站规模2台4线。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胡乐馨）11月
29日，杭州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芯联万物·智
创未来”主题芯片发布会在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银湖新区举行，正式对外发布寰星电子高速率连
接 AS1000 Wi-Fi 芯片、低功耗自组网 AS6000
Bluetooth芯片和面向数据存储领域的超大容量
AS9000 SSD控制器芯片等三款芯片。区委书记
朱党其，区委常委丁永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许玉钧参加发布会。

杭州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
7月，去年7月与开发区签约，目前寰星电子管理
及研发团队已经入驻银湖科技城。该企业是国
内拥有 GNSS、Wi-Fi、Bluetooth、SSD Controller
等核心技术的芯片设计公司，依托自主研发及行
业积累，为通讯、物联网、消费电子、云计算等行
业提供专用与通用芯片及整体解决方案，相关芯
片可广泛应用在消费电子、物联网、人工智能、
5G、智能家居、汽车电子、照明、数据存储等众多
领域。“此次发布的三款芯片产品将进一步完善
公司产品布局。”杭州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未来寰星电子将顺应物联网、人工智能、
5G等新兴应用领域发展趋势，在硬件产品、软件
服务、技术支持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帮助下游厂商尽快实现产品商业化。

丁永刚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发布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他说，寰星电子是我区引进的一家优秀
芯片研发企业，本次推出的芯片产品是寰星电子
研发团队十年磨一剑不懈努力的结果。有着如
此专业专注、勇攀高峰的研发团队和精诚团结、
热爱事业的管理团队，寰星电子未来必将在Wi-
Fi、Bluetooth 芯片等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实现
科技研发和市场销售双丰收。

丁永刚表示，富阳热忱欢迎芯片上下游关联
的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高科技企业落户富
阳，助力我区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共同推动集
成电路产业、物联网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相关
产业的全面进步。富阳区委区政府将本着“优质
服务是富阳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理念，竭尽全力
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环境，力促项目
早投产、早见效。

湖杭铁路富春街道段西邮区块39户搬迁农户全部签约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9年11月29日杭州市富阳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相关新闻

寰星电子
在富发布三款芯片产品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11月30日，央视新闻
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新闻速览”环节，报道了
11月28日在富阳举行的首届长三角基础教育峰
会暨中国长三角新劳动教育二十校联盟成立仪
式，聚焦富阳新劳动教育。报道中还播出了富阳
学生在洞桥、里山等乡镇新劳动教育实践体验点
开展劳动实践的画面。

首届长三角基础教育峰会为期两天，主题为
“聚焦新时代劳动教育”。会上成立了“中国长三
角新劳动教育二十校联盟”，富春七小等联盟学
校共同发布了联盟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富阳共
识。

富阳是“新劳动教育”概念的萌发地和创造
地。近年来，富阳积极研究劳动教育新内涵、开
发劳动教育新课程、探索劳动教育新模式、统筹
劳动教育全域全程发展，其中，富春七小的新劳
动教育课程被纳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典型案
例向全国推广。今年，富阳还创造性地把新劳动
教育实践体验活动引入乡村，探索在农田里“种”
教育，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陈海民）11月30
日、12月1日，2019富阳事业单位招考面试工作
在区职业教育中心进行。今年共有5382名考生
参加我区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人数创富
阳事业单位招考历史之最，报名人数与录取人数
比最高的岗位达384:1。通过前期笔试和资格复
审，最终有416位考生入围面试，共角逐141个岗
位。

和往年一样，今年的事业单位招录面试工作
采用集中统一和全封闭的方式。记者在现场看
到，整个面试的试场、流程安排及组织工作均十
分严密、严谨，面试过程井然有序。11月30日上
午7:30，从异地前来的考官在纪检部门的监督下
进行抽签，随机决定面试考场，同时考生也通过
抽签决定参加面试的顺序。面试正式开始后，考
生从候考室出来到待考室，到考场，再到等分室，
整个流程就像一条流水线，完成面试的考生与未
面试的考生完全隔离。

据了解，为确保面试工作公平、公正，面试全
程实行“两隔离、两随机、一屏蔽”措施。“两隔
离”，即考生与考官相隔离，已考考生与候考考生
相隔离。“两随机”，即考官通过抽签随机抽取所
在考场，参加面试的考生按报考单位和报考职位
抽签产生面试顺序，实现了“考官不知道面试谁、
考生不知道谁面试”。“一屏蔽”，即屏蔽考场范围
内手机信号，避免干扰。

考场内，纪检人员全程监督，全程录音录像；
考场外，区纪委派驻纪检组在现场监督，区人大
办、区政协办分别派相关负责人组织巡考督查。
面试结束后，当场向考生宣布面试成绩，考生签
名确认自己的成绩后离开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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