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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各乡镇（街道）召开议事会议和人代会

推动富阳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近日，各乡镇（街道）纷纷召开议事会议、人代会，来自各条战线的议事代表和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谋良策，听取和审议2019年度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度人大工作报告，听取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以及票选产生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2020年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同样也是富阳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一年。各乡镇（街道）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克难攻坚、乘势
而上，为实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而努力。

打造“都市一体化、产业现代化、乡村景
区化”的现代都市城

1月9日，银湖街道第一届人民议事会议第四
次代表会议召开，来自街道各条战线的73名议事
代表和69名列席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并通过了银湖街道办事处2019年度
工作报告，人大银湖街道工委2019年度工作报告，
银湖街道办事处 2019 年度预算财政执行工作报
告，听取2019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以及票
选产生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会上，区人大代表
进行了述职。

2019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
持下，银湖街道坚定“三看四态促转型”不动摇，对
标“高新产业发展、高品质城市建设、高水平社会
治理”发展需要，以打造“都市一体化、产业现代
化、乡村景区化”的现代都市城、生态田园城为目

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实，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各
项目标任务。

2020年，是银湖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是把银
湖内在潜力转化为发展竞争力的决战之年，街道
将紧紧抓牢这个历史最佳的发展机遇，体现出一
张蓝图干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定力，以破
难前行、奋发作为的创业精神，大干苦干、一干到
底的拼搏精神，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坚持“三个
拥抱”和“三看四态促转型”不动摇，对标“三高”发
展新要求，围绕“现代都市、生态田园、引领富阳、
杭州一流”发展目标，立足“都市一体化、产业现代
化、乡村景区化”发展定位，确保杭富地铁开通后
率先实现全面融入都市一体化目标。

■银湖街道

1月9日上午，春建乡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召开。

过去一年，春建乡上下紧密团结，众志成城，
较好地完成了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美丽经
济持续增长，稳中求好；聚焦环境整治，美丽乡村
特色彰显，越扮越靓；聚焦社会治理，美好生活基
础夯实，持续向好；聚焦自身建设，干部队伍提振
作风，从严理政。

2020年，春建乡将紧盯产业发展不放松，在激
发经济活力上开创新局面；紧盯环境提升不放松，
在建设美丽乡村上续写新篇章；紧盯社会治理不
放松，在促进高品质建设上实现新突破；紧盯民生
改善不放松，在共享发展成果上交出新答卷；紧盯
效能建设不放松，在肩负发展担当上展现新作为，

奋力谱写新时代“山川秀美 幸福和谐”的“茶艺小
镇”建设新篇章。

会上，还票决通过了老百姓最关心的2020年
10件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包括“茶艺小镇”基础设
施建设、横桐线改扩建、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丰富“茶艺小镇”
文化活动、推进垃圾分类优化人居环境、美丽河湖
建设、污水零直排建设、乡村道路建设提升和全乡
交通安全大整治。

会上，乡党委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一届八次区
委全会精神。他表示，要上下同心，坚定不移推进

“茶艺小镇”建设；以民为先，扎实有效推进“民生
工程”；凝心聚力，各尽所能推进“乡村治理”；使命
担当，坚决担起转型发展的新使命。

■春建乡

建设“山川秀美 幸福和谐”的“茶艺小镇”

1月9日，场口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七次会议召开，全镇58名人大代表和110多名列
席人员参加会议。

2019年是场口镇大干快上之年，是场口镇自
加压力、攻坚克难的奋进之年。坚持产业优先，项
目为王，发展动能实现新升级；坚持解放思想，主
动有为，城市建设实现新跨越；坚持多措并举，多
管齐下，美丽乡村实现新改善；坚持以民为本，为
民解困，民生事业实现新提升；坚持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社会治理实现新飞跃；坚持务实勤政，谋
事创业，干部作风实现新转变。

2019年，是场口镇第一轮小城市培育三年行
动计划收官之年。老鹰画室、振和医药总部、维也
纳酒店、三替家政培训中心等一批城市经济项目
都相继实施，呈现出一幅塔吊林立、机器轰鸣、热
火朝天的生动场面，为加快推进“一流田园城”建
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场口镇将立足新城、新区、新农村三
大主战场，不断夯实产业基础，提升环境基础，推
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开启高质量建设“一流田园
城”的新篇章。适应新形势，进一步提升产业业
态；树立新定位，进一步丰富城市形态；把握新要
求，进一步优化环境生态；运用新思维，进一步改
善民生势态；争取新作为，进一步提振精神状态。

场口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就在新的一年里做好
人大工作提出要求。他表示，要在镇党委的领导
下，全面贯彻落实镇人代会有关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全镇大局履行职权，履职在一线、服务在一线，
支持于监督之中，助力政府扎实开展各项工作；要
始终与镇党委保持一致，同心同向同行，成为场口
建设“一流田园城”的重要力量；要继续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建设“一流田园城”部署上来，继续在
全镇各项工作中当好模范表率。

会上，代表票选产生了动工建设镇中心幼儿
园二期，加快推进安置房建设，完成“拥江发展”精
品村、新时代美丽乡村、历史文化村等项目建设，
深入实施美丽经济项目，完成公交候车亭更新提
升，实施智慧安全小区建设，实施场口集镇污水零
直排工程等7件民生实事。

高质量建设“一流田园城”
■场口镇

■里山镇

高质量建成生态休闲美丽“云雾茶镇”
1 月 11 日上午，里山镇召开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45名代
表和58名列席人员参加会议。

2019年是里山镇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奋斗
之年、加速奔跑之年。一年来，全镇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团结依靠全镇
人民，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戮力同心，团结拼搏，
较好地完成了镇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阶段
性目标任务。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也是里山加快转型、快速发展的一

年。全镇将着重把握“四个坚持”：一是坚持解放
思想，实干引领发展。二是坚持做优环境，加速美
丽崛起。三是坚持文化塑魂，培育文旅产业。四
是坚持以民为本，推动乡村振兴。

会上票决出了老百姓最关心的5项2020年民
生实事项目，分别是：实施里山村四线供水项目，
实施灵峰村、安顶村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完成里
山村“拥江发展”精品村建设，完成灵峰村和马鞍
山村2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创卫成果，创建
杭州市级健康乡镇，成立里山夏震武教育基金。

■上官乡

打造“球拍名镇·幸福上官”
1月9日，上官乡举行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七次会议，来自全乡各行各业的44名代表出席大会。
会上，代表们认真听取并审议了上官乡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人大主席
团工作报告、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民生实事项目
实施情况等工作报告。

去年以来，上官乡坚持顶层设计强定力、转
型升级增内力、优化环境激活力、勠力同心聚合
力，为推进上官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打
造“球拍名镇·幸福上官”奠定坚实基础。

会上，上官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认清形
势，立足上官，努力同心推进上官乡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党建引领，保持定力，全力以赴打造“球
拍名镇”；人文滋养，凝心聚力，合心合拍建设安
居乐业的“幸福上官”。

当前，上官乡正致力于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要牢牢把握好天时、地利、人和。顺
天时，一根毛竹一张纸、一根毛竹一杆枪、一根毛
竹一副拍，以上官本土乡史为镜，不忘初心，砥砺
前行。应地利，要牢记脚下路，一脉溪水入富春，
两路交叉勇胜利，三线交汇乐服务，以上官山山水
水为纸，描绘新时代新画卷。聚人和，上下同欲，
争做上官最美追梦人。做好“种花人”，大力培育
竹兰文化；做好“追花人”，打通上官——湖源“元
书之路”；做好“惜花人”，打造富阳地区抗日根据地
红色“双子星”。要坚持发展文创事业，以中国第
一个球拍文化图书馆为依托，整合山海经的上官
文创基地，打造“杭州书房”。以传统文化之根、红
色文化之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魂，为“幸福
上官”赋能铸魂，打造最有情怀、最具温情的善乡。

记者 胡筱璐王小奇 通讯员 吴妙惠金路华 檀昊 朱一新陈奇 施尧兴 通讯员 林均怡牧宇超 颜伟华 余明艳 杜超群 林筱青

1月11日，渔山乡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
次会议召开，全乡各条战线的46名人大代表参加。

2019年是渔山乡砥砺奋进、加快转型的一年，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一年来，渔山
乡以建设“都市里的美丽花园”为目标，带领广大
干部群众坚定信心谋发展，勇于担当破难题，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今年，将紧紧围
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以加快融入杭州主城区为契机，以建设“都市里的
美丽花园”为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抢
抓机遇、迎接挑战，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为建好

“富春卷首 稻乡渔镇”赢下关键一年。着重做好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发展高质量；加快统筹发
展，实现“美丽乡村”新气象；提升民生福祉，实现

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实现政府服务更
到位等四个方面的工作。

乡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增强信心明方向，
坚定信念谋发展；要细化举措强落实，脚踏实地抓
发展；要彰显担当作表率，凝心聚力促发展。2020
年目标和任务已经明确，任重而道远，要时刻牢记
人民的重托，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利，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以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饱满的热情、更
加务实的作风，克难攻坚，真抓实干，为建设“富春
卷首 稻乡渔镇”不断奋斗。

会议最后，渔山乡第十七届第七次会议选举
产生的乡长李群锋以及人大主席陆春荣进行了宪
法宣誓。

建设“富春卷首 稻乡渔镇”

■渔山乡

■龙门镇

建设独具风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1月9日上午，龙门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来自全镇各条战线的43名人
大代表及34名列席人员出席会议。

2019年，龙门镇持续高质量打好龙门转型硬
仗，全镇上下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美
丽“颜值”和旅游产值不断攀升，乡村旅游红利持
续释放，美丽经济成果初现雏形。

2020年，龙门镇将全力围绕龙门镇党代会提
出的“一四六”工作要求，锁定打造独具风情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这一目标，坚持走好景区全

域化、产业旅游化、特色品牌化、治理精细化“四
化联动”这一工作路线，全镇各项工作全面围绕
六大行动同频共振、同步推进。

会上，选举产生镇长1名、副镇长1名，还票决
出全面完成龙门镇市政自来水供水支管入户工
程、全面启动渔公塘公寓房建设工程、启动实施
污水零直排工程等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

镇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要守望初心担使命，
提振精神干事业；明确目标找差距，瞄准方向干
事业；牢记使命做表率，忠诚履职干事业。

■常绿镇

开启常绿“红绿篮”发展新征程
1月9日，常绿镇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

次会议召开，41名镇人大代表和42名列席人员参
加会议。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常绿镇向人大代表提交了 2019 年度“红绿
篮”答卷。

2019年，常绿镇成功创建省4A级旅游景区镇，
创建杭州市“无违建”乡镇通过验收，被确定为小城
镇全国现场会分会场，大章村成功创建省3A级景区
村，大章村成功创建省、杭州市民俗文化村，大章村
省级历史文化名村重点村建设项目通过省级评审。

一年来，常绿镇突出提质增效，发展态势持续

向好；突出城乡统筹，发展环境持续优化；突出民
生改善，发展成效持续彰显；突出干事导向，自身
建设持续加强。

今年，常绿镇以创新转型推动“红绿篮”高质
量发展，紧紧围绕《“红绿篮”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逐步做实“红绿篮”经济。以精准行动推动城镇高
品质建设，抓实“三美”建设，加快推进体系健全、
镇村融合、支撑有力的城镇化进程。以深化改革
推动社会高水平治理，聚焦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的民生工作，解决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以忠诚担当推动一流施工队锻造，坚持强化自身
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湖源乡

全力建设“全域景区 美丽源乡”
1月8日，湖源乡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

次会议召开，来自全乡各条战线的41名代表和37
位列席人员齐聚一堂，共谋良策，奋力推动湖源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19年，是湖源乡围绕“全域景区 美丽源乡”
目标，大力推进“五美”工程建设初见成效的一年，
也是湖源乡站在壶源溪流域联动发展新起点上奋
发有为的一年。全民动员打硬仗、凝心聚力促发
展，为湖源乡全力建设“全域景区 美丽源乡”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美丽环境实现新改善，美丽经济
实现新突破，民生事业实现新飞跃，文明乡风实现
新提升，干部队伍实现新塑造。

2020年是湖源乡站在壶源溪流域联动发展新
起点上大有可为的一年，全力打造洁美源乡升级
版、兴旺源乡升级版、幸福源乡升级版、平安源乡
升级版、效能源乡升级版。

会上，票决产生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工程、生态
公墓建设工程、壶源溪综合整治工程（湖源绿道二
期）、壶源溪美丽河湖创建工程、农村道路提升工程、
全域景区旅游品牌提升工程、高标准完成壶源溪流域
联动发展项目，高水平举办味道山乡活动及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工程等8项2020年湖源乡政府投资项目。

大会选举产生的人大副主席及副乡长进行了
宪法宣誓，向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庄重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