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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实事办得怎么样，人大代表来监

督。时隔一年，来自富阳主要职能部门的“一把手”们，昨日再次走上“一府两院”

工作报告会暨民生福祉擂台大比武的“考场”，直面代表问政、回应群众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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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塘水库能否与农村饮用水提标改造工程结合、背街小巷店铺垃圾如何解决投放难……

人大代表现场“问”
部门“一把手”实时“答”

【现场问答】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俞加兴：农村饮
用水以安全、优质、卫生、便于管理为前
提，市政供水的保证率和安全卫生比自
备供水标准要高，省市考核要求市政供
水覆盖率85%以上，确保农村饮用水达
到同城同质。考虑到富阳有很好的山
水资源，我们前期在充分征求乡镇、村
意见基础上，已经将现有的39个山塘水
库、16个其他山泉水源和另外新建的8
个水源水库，共63个作为农村饮用水水

源。经过严格的制水工艺消毒处理后
它们可作为饮用水水源供水。在实际
建设过程中，有部分属于四线供水、又
有水库供水的地方，我们实行双网双供
方式供水，既提高水质又降低成本。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加强山塘水库
管理、加强水源保护，压实责任、强化举
措，达到安全、优质、卫生的效果，确保
人民喝上放心水。

充分发挥山塘水库资源，实现农村饮用水优水优用

区人大代表骆惠军：农村饮用水提
标改造工程正在全面展开，但农村本身
就有很多可以利用的山塘水库，且使用
成本低，农村饮用水提标改造工程是否

可以与这些山塘水库有机结合，充分利
用山塘水库的资源？请问政府接下去
在这一方面有什么计划？

区交通集团董事长周大清：公交车
末班车时间与线路的客流量、运营成
本、农村大小有关系。上半年我们已经
推迟了前往杭黄高铁站等地的十几条
线路末班车时间，接下来农村线路末班
车若也要推迟，则要根据线路和农村的
具体情况来定，我们将与公交公司、相
关乡镇再商议。

近年来我们也曾开通夜间班线，但
客流量非常小、成本太大，因此后来也
慢慢停开。随着富阳都市一体化进程
加快和全域景区化发展，部分地区若需

求较大，可以适当增开夜间班线。
农村公交站点规划设置，一般综合

考虑乡村的人口密度、周边环境、道路
安全等因素，希望代表能把具体情况向
交通集团和公交公司反映，我们会根据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全区有1200多个候车亭，想要实现
较高的维护水平确实比较难。目前我
们正在结合公路养护、城区保洁等探索
建立相应的维护机制，相信一段时间以
后，候车亭的情况将会有所改善。

末班车时间推迟将根据具体情况商议而定

区人大代表施观娣：公交一体化后，
车子变好了，出行也更方便了。但是老
百姓普遍反映农村回城区的公交车末班
车时间太早，请问是否可以适当延长末

班车时间或者开通夜间班次？此外，我
们发现部分站点设置不是很合理，候车
亭有些破损了也没有及时维修，请问后
期有什么举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区住建局局长陆文孝：在老旧小区
改造区块试行封闭管理是今年我区结
合疫情防控推出的一项创新工作，目的
是在提升小区基础设施的同时，进一步
规范社会治理、提升居民安全感。对封
闭试点区块的选择，我们充分征求了街
道、社区，尤其是广大居民的意见，要求
既要有封闭的条件、也要得到绝大部分
居民赞成。今年实行试点的南园路区
块，正是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同。

实行封闭式管理，涉及成立业委
会、引进物业公司，这方面街道和社区
做了大量的工作。至于引进物业公司
后，物业费可能会从以前的每年120元

提高七八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顶
层设计时就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们坚持

“四问四权”，充分尊重民意，封闭式小
区可以引入公益性物业，按原来标准收
取物业费，也可以实行市场化物业收
费，居民自主决定物业服务标准。

当然，这项工作还在试行过程中，
问题和困难会逐步暴露。比如代表提
到的困难家庭问题，我们也有所考虑，
如果引入市场化物业收费，增加了困难
家庭的支出，住建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
也会积极协调物业公司，尽可能减轻困
难家庭的负担。

“开改封”小区可引入公益性物业

区人大代表裘华娟：推进老旧小区
改造，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大
实事，但是我们平时听到很多居民在议
论改造碰到的问题。比如以前小区居
民只要每年交120元卫生费，封闭式管

理后，将由专业物业公司进行管理，每
年要交的物业费可能是原先的七八倍，
这对于小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和
老年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请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唐瑞华：关于农
村公路建设面临建设标准不高、道路功
能单一、景观效果不佳等问题，我们将
在农村公路建设中及时予以调整，并着
重做好“美丽+”文章。首先从规划设计
着手，把绿化景观与山水风貌等美丽元
素融入到农村公路建设中去；其次，我
们按照美丽公路标准，坚持生态优先原
则，在确保公路安全通达的基础上，力
争做到公路线形清晰、功能完善、设施
齐全，把好项目建设的设计关、施工关、
监管关，做精做细每个环节、每个项目，
实现“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
姓”的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幸福
感和满意度。

关于镇、村两级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压力大，财政补助资金不足问题，目前
区交通运输局正在积极对接区财政等
部门，力争通过“三个一点”来解决资金
缺口问题：交通部门将借当前四好农村
公路建设的契机，加强与省市相关部门
对接，力争多向上争取一点项目资金补
助；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力争区财政
多配套一点；借鉴过往成功经验，力争
社会多筹措一点。目前针对建设资金
不足，特别是征地拆迁、线杆迁移费用
过高情况，我们初步打算在这两个方面
出台相关政策，加大资金补助力度，力
争解决这一制约农村公路建设的“瓶
颈”。

镇村公路建设资金将通过“三个一点”解决

区人大代表陈深海：农村公路建设
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建设标准不高、道路
功能单一、景观效果不佳等问题，请问区
政府接下来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提升农村

公路建设品质？另外，由于建设成本和
政策处理费用较高，根据现在的补助政
策，山区乡镇的乡村两级资金压力比较
大，请问在建设资金保障上有什么政策？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胡帆：早在
2018 年，区政府下发了《富阳区消防工
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规定要
分类施策、因地制宜。我们对全区消防
救援力量划分了三级体系，即到2020年
底前要建成第一级体系——区里直管
的富春、春江、新登、场口四个中心消防
站；第二级是东洲、银湖等八个乡镇（街
道）的专职消防队；第三级就是50个社
区和276个行政村的微型站和志愿队。
关于农村的消防力量，目前276个村的
志愿消防队已经全部建设完毕，志愿消

防队配备配有一辆轻便车、一台手抬
泵、四到五名的志愿队员、若干个消防
器材和防护装备，

接下去我们将加强培训指导，对行
政村的志愿队开展指导，提升他们的战
斗力；加强督查检查，确保人员在岗在
位，平时能够拉得出、打得响；在所有自
然村设置消防器材点，放置灭火器等常
用的消防器材；结合美丽农村建设，利
用农村居民点机井管道增设临时高压
给水装置、对天然水源设置取水口，方
便消防车和机动泵取水。

276个行政村已建成志愿消防队

区人大代表郎伟军：现在城区很多
地方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而且逐步在
规范。但是农村的消防力量仍然十分薄
弱，有的乡镇有微型消防站，但要服务很

大一个片区，明显力量不足。请问对于
提升农村消防安全，接下去有没有计划
采取什么措施？准备如何推进？是否考
虑在各村定点配备基本的消防器材？

区城管局局长陆建荣：自我们实施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以来，沿街
商铺的投放成为一个问题。经前期多
方论证，我们打算从两个方面进行破
解。

一方面针对沿街商铺，我们已经从
7月20日开始试点推进4条道路“音乐
线”定时上门收集工作，目前运行效果
比较好，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推广应用。
另一方面针对背街小巷的店铺，我们将
结合各社区现有投放点位分布情况，优
化制定好“一社一方案”，尽量方便此类
店铺分类投放。

关于可降解垃圾袋的推广，这项工
作是杭州为应对生活垃圾填埋方式推出
的旧有做法，与当下提倡生活垃圾零填
埋、资源化处置的方向不吻合，同时这种
袋子成本也较高。我们的做法是每家每
户分发一对可循环使用的分类小桶，同
时尽可能优化投放点功能，努力清洁投
放，来方便居民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另外，从我们前期引入第三方对我
区垃圾分类工作满意度测评结果来看，
居民对垃圾分类参与度 94.2%、满意度
92.2%、信心度 95.8%、支持度 99.1%，总
体来说垃圾分类的氛围还不错。

“音乐线”定时上门收集方式将逐步推广应用

区人大代表戚佳明：自去年年底实
施生活垃圾“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
以来，背街小巷店铺由于其位置和营业
时间的特殊性，存在垃圾定时定点投放
困难等问题。有没有措施解决这些店

铺垃圾投放难的问题？我还了解到，杭
州有些地区是发放可降解垃圾袋来放
置易腐垃圾的，我们富阳这项工作是否
在推进？推广和实际使用情况怎么样？

区教育局局长方亮：非常感谢代表
对我们学校建设项目的关注，尤其是对
我们孩子健康的关心。新学校的装修
和设备环保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市民关
注焦点，也是教育局工作重点。对此我
们用三个方面的措施来保障学生身体
健康：一是选材好，我们要求学校选择
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装修材料和设施
设备，例如采购课桌椅，要求厂商提供
全套产品合格检测报告，甲醛及有害物
质排放量等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二是下单早，根据工程进度提前采购并

进行二次检测，重点将课桌椅等设施设
备充分通风后使用。三是检测严，我们
选取优质检测公司，邀请家长代表监
督，对竣工验收后的学校项目进行全面
检测，达到标准后方可使用。同时学校
还会举行“家长体验日”活动，邀请学生
家长前来实地参观，也可携带设备实地
检测，通过家校双方携手合作，共同保
护好学生健康。

可以明确答复的是，我们提供给学
校使用的教室环境和设施设备是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是环保的，是安全的。

欢迎学生家长实地来检测学校室内环境状况

市民代表臧佳男：全区有很多新的
小学和幼儿园校园在建设当中，新装修
的教室、新买的课桌椅等可能都存在甲
醛之类的有害气体，如果建成马上投入

使用的话，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会有影
响。请问教育局，对于校园装修污染这
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采取了哪些有
效措施来应对？

区民政局局长谢黎明：对照群众的
需求，我们的养老服务工作任重道远。
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我们对问题不掩
饰、不回避，找差距，补不足。

就如何提高养老服务水平这一问
题，在今年疫情影响的大背景下，区政
府仍十分支持养老工作，继续加大财政
投入，今年新增养老服务预算资金500
万元，重点加大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
老年食堂的建设运营补助力度。提升
养老服务品质方面，我们引导和鼓励社
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提高机构运营管
理水平，强化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仅
在今年就有中大金石等多家知名养老
公司入驻富阳。扩大养老服务覆盖方
面，今年四季度我们富阳养老服务补贴
制度将提标扩面，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

将都能享受到服务补贴，预计补贴对象
将达到 2.5 万人，服务的最高时间也由
原来的每人每月 20 小时提升至 52 小
时。

就养老服务中心布局和建设这一
问题，今年，我区将新建8家示范型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提前两年完成全覆盖的
建设任务。此外，区主要领导十分关心
敬老院建设，相关部门也开展了深入调
研，目前敬老院改造提升三年行动也正
在有力推进中。本着质量优先、服务优
先的原则，我们将对富春街道和银湖街
道敬老院合并，打造杭州领先的敬老
院，并创新公私合营建设模式（PPP 模
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养老项目，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养
老服务。

今年80周岁以上老年人都能享受到养老服务补贴

区人大代表何关军：现在富阳的养
老服务水平相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
是，据我了解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养
老机构特别是村（社）级居家养老服务
照料中心和老年食堂硬件设施落后、运
营资金缺口大，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不够

高，养老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专业化、
规范化还不够到位等，请问区政府对于
提高我区养老服务水平是如何打算
的？是否对全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布局
和建设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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