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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谈巡察

自区委第三巡察组进驻交通集团以来，
对集团进行了全面“政治体检”，指出了集团
及子公司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纪委建设等方面的37个问题。集
团党委照单全收，从快整改、从严整风、从实
整治，截至2020年1月20日，37条巡察移交
问题、5条自查自纠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组
织处理3人，提醒谈话185人次，建立完善制
度50个，退回（追缴）相关资金441.27万元。

通过这次巡察，我深感责任重大。交通
集团“管党治党宽松软”的根源在于各级党
组织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书记的第一责
任人责任落实不到位。在巡察、整改过程
中，更深刻体会到了强化党委主体责任的重
要，这直接关系到讲不讲政治规矩、讲不讲
政治纪律，直接关系到干部作风硬不硬、企
业管理严不严，对集团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发
展、提升企业经营效益、严格干部管理、保持
良好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巡察的监督作用
和整改的成效逐渐显现，我们不断深刻反
思、不断提高认识、不断加强管理、不断落实
整风行动，坚决扛起党委主体责任。集团党
委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加强，“三重一
大”制度执行更加规范；“三张清单”的修订
更加贴合实际；切实解决了国企改革中长期
存在的一些顽疾和遗留问题；集团纪委针对
渣土消纳、招投标等领域进行重点专项督
查；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完善制定
了《党委巡查工作办法》《效能问责办法》

《“七个一”联系制度》等50个制度，基本实现
了制度的全面覆盖。通过巡察整改，有力促
进了工作，顺利完成2019年度目标任务，特
别是在今年战“疫”任务中，集团党委高度重
视、周密部署、落实责任，4小时组建党员应
急运输车队，重大建设项目快速完成复工复
产，提早启动渣土消纳保障，积极服务好企
业返岗工人，充分体现了巡察整改、作风转
变的成效。

下一步，集团党委将继续借巡察工作东
风，巩固好整改效果，做到整改不间断、整风
不间断、目标不改变，根据国有企业特点，以
上率下、稳中求进，牢固树立紧迫感、责任
感，跟进时代发展步伐，严把党风廉政建设
风险关和权力阳光运行关，堵实风险漏洞，
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实行“零容
忍”。全覆盖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筑起思想
大坝，确保政治方向不动摇，确保干部队伍

“忠诚、实干、担当、坚毅、有为”，为持续贯彻
“三高”发展，全面实现“三个一流”做出应有
贡献。

让政治体检
成为国企健康发展基石

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大清

本报讯（记者 吴璇 朱啸尘 通讯
员 陈建华）茶香飘溢满山头。昨日上
午，2020富春山居斗茶大会暨春茶推
介会在拔山村举行。活动现场举行
了手工炒茶比赛，30名来自富阳各乡
镇（街道）的炒茶高手使出十八般武
艺，炒出阵阵茶香惹人醉，更炒出了
富阳茶叶的精气神。

手工炒茶魅力大
富阳有两千多年的茶叶生产历

史，明、清时期曾是贡茶产地。除了
茶叶品质出众，炒制技术高超也是富
阳茶叶经久不衰的原因。手工炒茶
技能比赛是2020富春山居斗茶大会
系列活动之一，也是最具富阳特色的
技能比赛保留项目。选手们现场抽
签确定序号后，在指定电炒锅内，使
用规定的鲜叶原料，在两个半小时内
独立炒制完成。现场炒制完成的茶
样经统一编号封样后，送专家组审
评。最后根据专家评分，按得分高低
排序，评出“十大”手工炒茶能手和若
干名优秀选手。

相同的条件，比的就是纯粹的技
艺了。选手们半侧身坐在电炒锅前，
别看动作大致相同，里面的学问可大
了。“手不离茶，茶不离锅”，搭、拓、
抖、扣、抓、推、压、甩……从青叶到干
茶，整个过程中的锅温、茶叶含水量、
造型演变，全靠炒茶师傅双手的感触

和控制。手一抓一抖，就能瞬间感知
茶叶的炒制程度，随时控制火候与手
法，这正是机器炒制所无法替代的，
也是手工炒制茶叶的品质魅力所在。

“虽然现在大多用机器炒茶取代
了手工炒制，我还是会忍不住手痒去
炒一把。而且，机器炒茶其实也是基
于手工炒茶的技术和经验，像什么环
节用什么温度等等都是在手工炒茶
里摸索出来的。”银湖街道大庄村的
炒茶高手蔡荣木说。蔡师傅20岁开
始炒茶，如今已有35年，他参加过几
十次大大小小的炒茶比赛，省级、市
级的荣誉都捧回了一大堆。对于富
阳的炒茶技术，蔡师傅自信十足，“从
古代到现在，从手工到机器，我敢说
富阳的炒茶水平就一直没差过！”

现场还有两名年轻选手分外引
人注意，他们是来自富阳学院的学
生。尽管面容稚嫩，但丝毫不落下风
的手艺和沉着的表情，让在场的专家
都要感叹一句：后生可畏。富阳学院
从2012年开始增加了手工制茶的职
业技能教学，培养出过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手工制茶的金牌得
主。参赛选手李锦超说：“手工炒茶
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这一代
年轻人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

视频直播推介富阳春茶
这头是热火朝天的炒茶比赛，那

头同样是热度爆表的视频直播。由
网络主播“鱼多多”和富阳文化学者
蒋金乐担任主播的视频直播在全球
微播直播间和富阳在线同时播出，吸
引了8万余人在线观看。

作为长三角地区有名的茶叶集
散地，每当春茶上市，拔山就车水马
龙，外地茶商络绎不绝地涌进拔山，
从这里向全国各地发出一包包透过
包装袋都能闻到茶香的春茶。

直播从拔山茶园一路走进茶农
家中，为广大网友直观地推介富阳春
茶的悠久历史、优良生长环境，茶叶
的种植、炒制水平，茶农的防疫措施

等等。最后，直播还请出了区农业农
村局局长俞加兴、富春街道办事处主
任汪森火为富阳茶叶站台，并开通了
网上售茶渠道。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厚植本地茶
叶文化，加大富春山居茶叶品牌宣
传。同时，进一步加大对拔山高峰茶
的品牌宣传，打造杭州梅家坞2.0版，
促进拔山茶叶产区的集聚效应，以点
带面，推进富阳茶产业转型升级。以
此更深一步融入杭州“休闲之都、茶
叶之都”的大格局，为富阳茶产业的
发展与繁荣添砖加瓦。

三十名高手同台比武 炒得茶香满山坡

手工炒茶比赛现场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朱小
江 金嘉倩）安置房建设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为加快安置房建设，开发区集
团以项目复工比武为抓手，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生产复工，在保质保量保安
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项目复工，赛出开
发区集团项目建设速度，把因疫情影响

而延误的工期“赛回来”，确保各安置房
项目按期交付给老百姓。

2020年开发区集团承担安置房建
设项目17个，涉及东洲、银湖、场口、新
登四大区块，总用地面积1470.4亩，总
建 筑 面 积 276.8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136.2871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16.58亿元。开发区集团通过复工比武
加速施工单位复工的同时，集团内部通
过建设项目挂图作战，把项目从前期手
续办理到完工交付的节点任务分解，定
时间、定责任人，挂图上墙公示，每月对
各项目月计划进度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在各项目间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

据介绍，17个安置房项目中已经开
工的项目有 9 个，今年计划新开工 8
个。已开工项目中场口公寓房六期和
九期已主体结顶，计划年底竣工验收；
松溪阳光家园五期项目计划10月竣工
初验。

项目复工“大比武”
延误的工期“赛回来”

开发区集团计划今年新开工8个、基本完工3个安置房项目

银湖区块安置房建设项目（4#、5#
安置地块），用地总面积202.39亩，总建
筑面积 42.4935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31.0606万平方米，地下11.4329
万平方米，建设套数2311套，概算总投
资 17.0382 亿元。目前 4#地块地下室
土方开挖，约完成总工程量的 19.9%；
5#地块桩基施工中，工程桩总计 2039
根，目前已完成 34 根。计划至年底完
成30%主体工程量。

银湖区块安置房建设项目（6#、7#
安置地块），用地总面积118.5亩，总建
筑面积 25.3589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
筑面积 18.0947 万平方米，地下 7.2018
万平方米，建设套数1356套，概算总投
资13.8877亿元。目前正常开展桩基施
工，其中6#地块工程桩完成约87%，围
护桩161根已全部完成，幼儿园、1#楼、
2#楼土方开挖中。计划至年底完成
20%主体工程量。

东洲新区安置房一期项目用地总
面积80.15亩，总建筑面积 15.7787万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0.4904 万平
方米，地下5.2883万平方米，由18幢高
层及商业配套网点组成，建设套数798
套，概算总投资约6.76亿元。目前桩基
施工中，工程桩完成约24%。计划年底
完成20%主体工程量。

场口公寓房六期项目用地面积
52.5 亩，总建筑面积 7.83 万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5.94 万平方米，地下
1.89万平方米，由10幢6层、2幢11层、
2幢商业配套及网点组成，建设套数为
378套，概算总投资3.53亿元。目前主
体全部结顶，进入装饰装修阶段，累计
完成主体工程量约84.5%。计划至年底
项目竣工初验。

场口公寓房九期项目用地面积
29.2 亩，总建筑面积 4.51 万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3.46 万平方米，地下

1.05万平方米，由6幢6层，2幢18层及
公建配套组成，建设套数为 271 套，概
算总投资 1.74 亿元。项目 8 幢楼主体
已全部结顶并进入装饰装修阶段，累计
完成工程量约 74%。计划至年底项目
竣工初验。

松溪阳光家园五期项目用地面积
42.24 亩，项目总建筑面积 6.0608 万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2873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4078平方米，设计由
11栋楼组成，建设套数320套。概算总
投资 1.6625 亿元。项目正在进行粗装
收尾和室外市政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约
96.5%。计划10月项目竣工初验。

新登塔山花园安置区项目用地面
积为46.2675亩，总建筑面积10.6805万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8915万平
方米，地下2.7891万平方米。设计由1
幢15层楼、6幢17层楼及裙房组成，建
设套数 638 户，概算总投资 4.683 亿

元。目前现场已正常开展土石方开挖
作业，计划至年底完成 10%主体工程
量。

新登镇惠来花园公寓安置区（一
期）项目用地面积 58.68 亩，总建筑面
积14.37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1.1833 万平方米，地下 3.1895 万平方
米。设计由 10 幢高层及裙房组成，建
设套数 882 套，概算总投资 6.0176 亿
元。目前进行土方开挖和桩头破除
工作，计划至年底完成 20%主体工程
量。

新登镇共和花园公寓安置区（一
期）项目用地面积48.336亩，总建筑面
积9.823万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1793 万平方米，地下 2.6446 万平方
米。设计由9幢高层及裙房组成，建设
套数 522 套，概算总投资 4.059 亿元。
目前进行土方开挖和地下室主体施
工。计划至年底完成40%主体工程量。

新闻链接

本报讯（记者 王杰 见习记者 温欣欣 通讯员
江栗峰）在“富春山居·味道山乡”的带动下，新登
镇的黑山顶火了。昨日，黑山顶因满山油菜花，受
到CCTV13《共同关注》节目以及新华社的关注。

如今，每天慕名前往黑山顶欣赏油菜花的游
客络绎不绝，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黑
山顶油菜花单个抖音短视频播放量超过2700万人
次，点赞数已达80万人次！

新登镇是农业大镇，除了能在黑山顶欣赏油
菜花外，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好好欣赏一番。新登
半山村和长兰村有桃花朵朵，长兰村的蓝莓花层
层叠叠，元村村的梨花也同样值得一看，徜徉梨花
花海，满径香雪。

新登黑山顶油菜花
受中央媒体关注

已开工安置房项目具体进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 刘
静）记者从区行政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局
富阳分局窗口获悉，根据浙江省生态环
境厅印发《关于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服务
稳企业稳经济稳发展的意见》，富阳即
日起实行部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告知承诺制。

什么是环评告知承诺制？符合申
请条件的建设单位在开工建设前，将
签署的告知承诺书及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等要件报送环评审批部门。环评审

批部门在收到相关要件后，可不经评
估、审查直接做出审批决定，并切实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环评告知承诺制审
批改革试点项目分为 17 大类，包括社
会事业与服务业、畜牧业、食品制造业
等。

为切实做好告知承诺制的实施，
区行政服务中心生态环境局富阳分局
窗口主动提前介入，针对性开展“一对
一”精准帮扶，指导告知承诺书填写与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项目审批做到

“即申报即受理即办结”。同时，加强
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证内容的衔接，
试点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申请统一受
理、同步审查，实现“一个项目，一次办
理”。

告知承诺制实施后如何监管？窗
口负责人说，审批后将对实行告知承诺
制的建设项目，重点加强环评执行情
况、承诺履行情况等方面的事中事后监
督检查。对弄虚作假承诺、未履行相关
承诺、项目存在环境制约因素、项目环

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者存在其
他环保违法违规情形的，将依法对建设
单位、环评单位等相关单位及人员予以
查处。

“环评承诺制审批最大的亮点就是
降低了难度、简化了流程、提高了速
度。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为例，
法定审批时限为 30 个工作日，市生态
环境局承诺完成时限为3个工作日，实
行环评承诺制审批后，零个工作日就可
以完成审批。”该负责人表示。

部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

双抢双增 奋力争先

周大清（左一）督查渌渚循环经济产业园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