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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高质量，交出村社换届高分答卷
富阳各乡镇（街道）召开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

10月14日，富阳各乡镇（街道）组织召开换届工作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组织建设和村社换届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委部署要求，用足用好前期试点工作经验，重点把握村社组织换届的人选关、结构关、程序关、纪律关、选后关，

全力交出村社换届高分答卷，为奋力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本次换届选举工作从10月中旬开始，于12月底基本完成。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陈东）10月14
日，富春街道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在区老年
大学报告厅召开。

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对全街道村社组织
换届工作作动员部署，全街道要围绕高站位高质
量抓好此次换届，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展现富阳

“头雁”风采。
他表示，要深刻把握新形势，把抓好村社换

届作为一场大考。村社组织换届是基层群众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基层打基础的一场大
考，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从政治自觉的高度、从优

化改革的深度、从事业发展的远度、从现实挑战
的力度来认识面临的形势、承担的责任。要紧紧
围绕选好人，高质量交出换届工作高分答卷。针
对街道历史上第一次农村、社区、经合社56个单
位同步推进，村党组织、村纪委换届同步推进，街
道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民主法治、强化统
筹推进、提升人选、优化生态、完善治理体系。要
切实守好责任田，确保村社换届工作健康有序推
进。把换届当作硬仗来打，强化担当，抓好换届
责任落实；做深做细，严格把握换届程序；聚焦聚
力，确保换届结果圆满。

富春街道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孙绮虹）10月
14 日上午，春江街道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
员会。会议要求，要聚焦目标、把好方向、掌握方
法、抓住关键、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高站位高质
量抓好本次换届工作。

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本次换届是在
春江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展的一次换届，面临的形
势、承担的责任都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全体党
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重
点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民主法治、强化统

筹推进、提升人选质量六个方面下功夫，高质量
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要把换届当作硬仗来打，
提高政治自觉，扛起责任担当；练就过硬本领，抓
好任务落实；采取有力措施，防范化解风险，确保
交出高质量的村级组织换届答卷，为加快推进杭
州富春湾新城转型蝶变、奋力打造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自今年上半年以来，春江街道提前谋划，强
化部署，为高质量做好本次换届工作做好充足准
备，打下坚实基础。

春江街道

本报讯（记者 温欣欣 王杰 通讯员 徐柳君）
10月14日，东洲街道召开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动
员大会，要求全街道党员干部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在认识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高度一致，在
程序上规范严谨，以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
成。

街道主要负责人在会上提出，要提高意识，
充分认识本次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面对复杂
情况与挑战，要保持清醒，担责有为，拿出必胜
的信心与决心，平稳有序完成村社组织换届选

举的各项任务；要把握重点，扎实稳妥推进村社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准确把握换届选举的基本
原则、目标要求、政策规定。强化责任，把握原
则，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选优配强村班子队
伍，包括聚焦政治标准、事业导向、质量落实“一
肩挑”选人，规范选举工作程序，做到“三个坚
持”“四个确保”；要严明纪律，确保村级组织换
届选举风清气正。包括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组
织纪律，并严肃违纪查处。通过换届，选出好班
子、绘就好蓝图、建立好机制、换出好风气。

东洲街道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凌晓飞）
10月14日，在全街道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
上，街道负责人说，鹿山自7月起着手准备村级
组织的相关工作，并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开展了后进村整转提升、村级班子财务盘查整
治、信访积案化解清理、百日解难等专项行动，
解决了一批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凝聚了思想
共识，为换届打下了良好基础。

他要求，要充分认识到此次村社组织换届

重要性。要充分压实村社组织换届的紧迫感，
把好入口关、结构关、程序关、纪律关、选后关。
要充分压实村社组织换届责任制，明确责任，加
强指导督导，重视防范。抓好村社组织换届工
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要以对党的事业和群众
利益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全
力交出村社换届高分答卷，为奋力打造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鹿山街道

银湖街道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童林珏）10月

14日上午，银湖街道召开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动
员会议，统一思想，明确任务，对村社组织换届
选举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为换届选举工作顺
利实施打好基础。

街道负责人表示抓好村社组织换届工作，
是优化基层“头雁”班子，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
重要举措，是强化基层“堡垒”队伍，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基层“干事”导向，加
强村社治理体系建设的迫切需要。把握好目标
原则、选人标准、村情选情、程序执行等四大重

点关键。各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所有相关人员，
要本着以对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高度负责的态
度，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全力交出村社组织换
届高分答卷，为银湖努力实现“产业现代化、都
市一体化、乡村景区化”的“三化”目标，奋力打
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窗口排头兵”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

动员大会后，召开班子成员和联村指导员
培训会，进一步强调村社组织换届工作注意事
项。

本报讯（通讯员 项楚东 蒋梦婷）10月14日，
新桐乡召开全乡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切实学
习好、领会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组
织建设的重要论述和省市区有关村级组织换届
的指示精神，高站位高质量抓好此次换届，为富
阳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贡献“新桐力量”。

新桐乡负责人强调，高质量完成村级组织换
届既是当前全乡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抓
基层打基础强基本的重要契机。联村领导要挑

起领导责任，各联村领导作为组团团长，要挑起
联系村换届工作领导职责，切实落实选举工作责
任；组团干部要继续深入走访，充分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向上与乡换届办、乡党委及时沟通，向下
落实选情摸排、政策宣传、选举指导等工作；村干
部要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各村书记、主任要积极
配合好乡党委关于换届选举的统一部署和有关
工作，做到干中换、换中干，选好带头人、配强村
班子，锻造堪当重任的基层干部队伍。

新桐乡
本报讯（通讯员 江栗峰）10月14日下午，新

登镇召开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贯彻落实
省市区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高质量做好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进一
步夯实一流小城市组织基础。

新登镇负责人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委、市
委、区委相关换届选举会议精神。就如何高质
量抓好此次村社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提出要求，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正确看待换届选举，必须要

投入最大精力，拿出最大努力，打好村社换届的
攻坚战。要从讲大局的高度凝聚干群共识，要
从讲奉献的高度正确看待进退留转，要从讲纪
律的高度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会后，党建办对组团联村正副团长进行了
换届选举工作业务培训，明确村社组织换届时
间、班子职数、候选人（自荐人）资格审核等相关
注意事项。

新登镇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许杭琪）
“寒露时节天渐寒，农夫天天不停闲”。10月14
日，渌渚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暨“百
日攻坚”推进大会，整理工作清单，加快工作节
奏，压实工作责任，让人人有担子、事事有着落，
坚决树起以实绩论英雄的“风向标”，驱动全镇
转型发展再上新台阶。

渌渚镇负责人要求，要选好村班子、干好自
己的事情，通过开展冲刺行动，努力实现全年

红。要有速度，做到项目争速、指标争先，必须
“快”，必须“拼”，做到“狮子搏兔，亦用全力”，
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要瞄准最高标准、下
足非常功夫、付出最大努力、争取最好效果。要
有力量，心无旁骛，保持定力，担当作为，激发动
力，上下同心，凝聚合力。用好“分析研判”的基
础前提，用好“深入一线”的有效方法，用好“督
考问责”的制胜利器。

渌渚镇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廖吁慷）
10月14日，胥口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
会，学习好、领会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
层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和省市区有关村社组织
换届的指示精神，对全镇换届工作进行动员部
署。

胥口镇负责人说，村级组织换届是胥口基层
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抓基层打基础的
一场大考。要聚焦目标、把好方向、掌握方法、抓
住关键、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高质量高标准推进

各项工作。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下功夫，确定
人选要体现组织意图，强化组织把关。在落实民
主法治上下功夫，实现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相统
一，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统一，程序规范和选
举高效相统一。在强化统筹推进上下功夫，合理
安排换届时间，科学设置两委职数，优化班子整
体功能。在提升人选质量上下功夫，聚焦政治标
准选人、事业导向选人、高质量落实“一肩挑”选
人。在优化换届生态上下功夫，破难清障优生
态，严肃纪律优生态，干换结合优生态。

胥口镇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陈雨苹）
在 10 月 14 日召开的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
上，永昌镇负责人说，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镇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全镇工作重心汇聚
到换届工作上来，抓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为全镇“五高五美”高质量发展，富阳打造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他要求，立足全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村级

组织换届工作的重要意义。这次换届是全镇打
造“恬竹乡·漫永昌”的慢生活旅居小镇的关键行
动。明确目标、把握重点，平稳有序推进村级组
织换届工作。突出选人用人导向，把好人选结构
关口，确保程序规范到位，统筹做好各项工作。
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切实保障村级组织换届工
作圆满完成。强化责任落实，加强舆论引导，严
肃工作纪律。

永昌镇
本报讯（通讯员 史琦欢）在10月14日大源

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大会上，镇主要负责
人表示，要高度重视，认清换届的意义，一个地
方的发展，人是最根本的，干部起决定因素；全
面推行“一肩挑”，对于正处于“蹲下去跳起来”
的大源而言，选好一个班长、一副班子意义重
大，这是发展的需要、稳定的需要、群众的需
要。要压实责任，严把换届关口，要把好责任
关，切实担负起责任，深入排摸人选，确保选出
一副好班子；要把好人选关，要做好党员、村民

推荐工作，合理安排好差额人选；要把好程序
关，严格把控换届选举工作的节点、原则、细节
以及程序。要强化领导，狠抓换届保障，强化组
织领导，强化宣传引导，严肃换届纪律，要统筹
兼顾，干事协调推进。

他说，为了大源发展，为了村庄发展，大家
要负重前行，对得起组织的重托，以及党员群众
的信任，镇村两级干部要共同努力，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确保圆满完成换届工作。

大源镇

本报讯（通讯员 马丽）10月14日下午，灵桥
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大会，全面传达
省、市、区村级组织换届工作会议精神，动员部
署全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灵桥镇负责人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
的责任感、使命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工作标
准，高质量抓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要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要体现民主法治，要强化统筹推进，
要提升人选质量，要优化换届生态。严肃工作

纪律，全力保障好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统一思
想步调，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广泛走访调
研，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坚持风清气正，
处理好正风和肃纪的关系。

此次动员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灵桥镇村级
组织换届工作正式全面启动。接下来，灵桥镇
将高标准、严要求，稳妥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
作，坚决打赢村级组织换届大仗硬仗。

灵桥镇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余明艳）10月
14日上午，春建乡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动员大
会，传达中央和省市区委对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部
署要求，对全乡村级组织换届工作进行全面部
署。

为做好此次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春建乡
高度重视、压实责任、迅速行动，自年初就开始了
工作部署。强化组织领导，有序准备阶段性工
作，建立组织换届和村委会换届两个领导小组，

明确职责和分工。提前岗位锻炼，提高预备人选
影响力，对换届意向人员提前做好岗位布局和实
践培养，通过疫情防控、村级大党建、美丽乡村建
设、环境整治等各项活动进行提前锻炼。加强动
态排摸，牢牢掌握选举主动权，压实组团责任分
片到户、包干负责，覆盖全乡41个自然村，加强
动态排摸、了解选情。防范矛盾纠纷，维护村情
和谐与稳定，加大政策宣传和氛围营造，确保选
举平稳进行。

春建乡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朱张敏 鲍丽
婷）10月14日，里山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
员会。

镇主要负责人表示，从政治自觉的高度看，
这次换届是基层践行“两个维护”的一场具体实
践；从优化改革的深度看，这次换届是基层治理
体系的一场深刻变革；从事业发展的远度看，这
次换届是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富阳力量”的
一场筑基行动；从现实挑战的力度看，这次换届

是党员干部队伍面对复杂形势的一场特殊考验。
他表示，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民主

法治、强化统筹推进、提升人选质量、优化换届生
态、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等上面下功夫，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扛起换届工作责任；以过硬的本领能力
抓好换届任务落实；以有力的防范化解保障换届
结果圆满。

会上，就换届选举的时间节点、阶段步骤、职
数配备、资格条件等作详细讲解。

里山镇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江晋）10月14

日下午，渔山乡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召开，
乡主要负责人围绕高站位高质量抓好此次换届
提出三方面意见。

从政治自觉的高度看，这次换届是基层践行
“两个维护”的一场具体实践；从优化改革的深度
看，这次换届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一场深刻变革；
从事业发展的远度看，这次换届是为建设“重要
窗口”贡献“渔山力量”的一场筑基行动；从现实
挑战的力度看，这次换届是党员干部队伍面对复

杂形势的一场特殊考验。
她说，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下功夫，要

在落实民主法治上下功夫，要在强化统筹推进上
下功夫，要在提升人选质量上下功夫，要在优化
换届生态上下功夫，要在完善村级治理体系上下
功夫。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扛起换届工作责任，以
过硬的本领能力抓好换届任务落实，以有力的防
范化解保障换届结果圆满，为建设好“富春卷首，
稻乡渔镇”，奋力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提供坚
强的组织保障。

渔山乡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裘燕芳）10月
14日上午，上官乡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
会。

乡主要负责表示，要高站位认识换届工作
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提高站位，增强工作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有序完成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的各项任务，为打造“球拍名镇·幸福上官”
奠定组织基础。要高质量抓好村级组织换届各
项工作。本次村级组织换届要求高、任务重，政

治性、政策性、关联性都很强，要掌握方法、抓住
关键、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重点把好人选关、结
构关、程序关、纪律关、选后关，高质量完成各项
任务。要高标准落实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组织
保障。此次村级组织换届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要把换届当作硬仗来打，提高站位、强化担当、
履职担责、迎难而上，研深学透政策法规，对标
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重点任务，强化互联互通，
夯实全乡换届工作基础。

上官乡

本报讯（通讯员 林筱青 黄一彬）10月14日，
常绿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动员会，明确
了本次换届选举的新形势、新要求、换届范围、选
人用人标准、结构要求、职位职数安排、关键时间
节点把握、换届选举程序等。

镇主要负责人提出，要提高站位，挑起担子，
在换届选举中锤炼干部，联村领导挑起领导责
任，组团干部继续深入走访，村干部要正确对待
进退留转；要明确目标、把握关键，从严从实抓好
换届选举工作，切实把好“人选关”“程序关”“稳

定关”；要严规肃纪、弘扬正气，营造风清气正的
换届环境；要高度重视信访稳定工作，严厉打击
违法违纪行为，强化纪律宣传，为整个换届创造
良好的社会环境。

他表示，这次换届选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必须要正确分析形势，做到换届精神再
吃透、村情选情再摸准、换届程序再把关、选举过
程再细致，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齐心协力，扎
实工作，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

常绿镇
本报讯（记者 胡筱璐 通讯员 刘毅 章璐瑶）

10月14日上午，场口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动员会，镇全体干部、各村书记和主任参加会议。

对做好本次村级组织换届工作，镇主要负责
人提出六点意见。要在加强党委政府领导上下
功夫，落实政策要紧盯组织要求，确定人选要体
现组织意图，选举过程要强化组织把关；要在落
实民主法治上下功夫，实现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
相统一，实现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相统一，实现
程序规范和选举高效相统一；要在强化统筹推进

上下功夫，合理安排换届时间，科学设置两委职
数，优化班子整体功能；要在提升人选质量上下
功夫，聚焦政治标准选人，聚焦事业导向选人，聚
焦高质量落实“一肩挑”选人；要在优化换届生态
上下功夫，破难清障优生态，严肃纪律优生态，干
换结合优生态；要在完善村社治理体系上下功
夫，加强“一肩挑”后的全方位监督管理，健全“一
肩挑”后的村社组织运行机制，强化“一肩挑”后
的村社干部激励保障。

场口镇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夏恋恋）
近期，省市区相继召开村社组织换届工作会议，
进行了专题部署。常安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审议换届
相关文件和有关事项，研究部署全镇面上换届工
作。

常安镇负责人说，本次村级组织换届量大面
广情况复杂，政治性、政策性、关联性都很强，各

方面关注度也很高，我们要聚焦目标、把好方向、
掌握方法、抓住关键、周密部署、精心组织，高质
量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上下功夫，在落实民主法治上下功夫，在强化
统筹推进上下功夫，在提升人选质量上下功夫，
在优化换届生态上下功夫，在完善村社治理体系
上下功夫，确保交出高质量的换届答卷。

常安镇

本报讯（记者 王小奇 通讯员 金露洁 丁玲）
10月14日上午，龙门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动员大会。

镇主要负责人对龙门镇村级组织换届工作
作动员部署，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镇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责任感全面
抓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抓住区委对龙门的二次开
发复兴这样的机遇，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为龙

门的各项事业发展打好坚实基础；精心周密组
织，确保规范有序，把握原则，树牢底线意识，坚
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把握细节，要深入“研”、
精准“导”、密切“联”；把握程序，确保换届过程
程序规范、结果圆满；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正风
肃纪。联村领导要挑起组团领导的责任；镇党
委要履行好考察、审查、选举等组织的发挥权；
组团联村干部要深入、持续做好走访工作。

龙门镇

本报讯（通讯员 高若云）10月14日，环山乡
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员会。环山乡负责人
说，村级组织换届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是全
乡政治生活和组织工作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此次
换届选举更是关系到各村今后五年的发展。

他强调，本次换届选举工作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全乡党员干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
认识上高度统一，在行动上高度一致，在程序上

规范严谨，全力确保换届选举工作圆满顺利。要
提高站位，强化担当，必须要有“慢不得”的紧迫
感、“放不下”的责任感、“等不了”的危机感，即刻
进入“换届状态”，严阵以待。要规范程序，精通
业务，以高标准、严要求把好关，确保换届选举工
作依法推进。要严肃纪律，营造氛围，确保换届
纪律家喻户晓，必须做到让矛盾“不露头”，为整
个换届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环山乡
本报讯（通讯员 牧宇超）10月14日，湖源乡

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动员大会，吹响了村级组织换
届工作的战斗号角。

这次换届是践行“两个维护”的一场具体实
践，是基层治理体系的一场深刻变革，是湖源为
建设“全域景区”的一场筑基行动，是湖源乡党员
干部队伍面对复杂形势的一场特殊考验。重点
要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民主法治、强化统
筹推进、提升人选质量、优化换届生态六方面上
下好功夫，高质量高标准推进村级组织换届工

作。
湖源乡负责人表示，要整理工作清单，倒排

时间节点，明确工作任务，表格化、清单式抓好接
下来的重点工作；要加快工作节奏，将全乡上下
的思想和行动都统一到攻坚任务上来，鼓足干
劲、加足马力，全力推动人员跑起来、速度快起
来；要压实工作责任，让各项任务责任到人、到
边、到点，坚决树起以实绩论英雄的“风向标”，全
力交出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高分答卷，为奋力打造

“全域景区，美丽源乡”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湖源乡

本报讯（记者 王杰 温欣欣 通讯员 陆荣）10
月 14 日，洞桥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动员大会。
洞桥镇负责人就下一阶段正式启动村级组织换
届工作提出要求，要正确看待此次村社组织换届
工作。这次换届是基层践行“两个维护”的一场
具体实践，是基层村社治理体系的一场深刻变

革，是洞桥镇全面打造浙江“重要窗口”乡村振兴
“小窗口”的一场筑基行动。要高质量抓好村社
组织换届工作，把好人选关、结构关、程序关、纪
律关。要保障好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强化换届责任落实，确保换届结果圆满。

洞桥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