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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户村民喜提新房
龙门三村八亩口杭派民居摇号分房完成
通讯员 张雨阳 记者 王小奇 胡筱璐
农历新年前，龙门镇龙门三村八亩口杭派民
居公寓房摇号分房工作顺利完成，53 户村民喜提
新房。
龙门三村位于龙门古镇保护核心区块，八亩
口杭派民居项目传承龙门古镇历史文化积淀和
古村落独特的院落、街巷空间，延续龙门镇域历
史形成的村镇、山脉、水系、田园交相辉映的整体
特色。
为充分彰显厅堂文化特色，龙门三村给各个
杭派民居起了独具龙门文化韵味的名称：思源
楼、明哲楼、山乐楼、义门楼、端履楼、孝子楼、工
部楼、诚德楼、世德楼、万安楼、耕读楼。
龙门杭派民居共有 94 套房，占地面积 17 余
亩，总投资达 3500 万元，2017 年正式开工，去年 6
月基本完工，分为 A、B、C 三个户型，面积分别是
133 平方米、115 平方米和 90 平方米，农户可以根
据自己情况合理分配户型。
当天完成了 53 套杭派居民分房，对象都是
龙门三村的困难户。
村民孙林产一早就赶到分房地点龙门三村
村委，经过焦急的等待，如愿分到了义门楼里面
积最大的 A 户型。
他说：
“ 原来的老房子太小、太旧，家里老老
小小 5 口人，孩子也上大学了，实在是挤不下，亲
戚朋友都不好意思往家里带，现在分到了新房
子，位置居中，采光也好。我打算正月十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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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节后收心会

就开始装修，争取今年全家搬进亮堂堂的新房
子。”
整个分房过程由富阳区公证处全程主持，镇
村干部全程参与，镇村纪委、多位村民代表全程
监督，确保分房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工作人员现
场详细讲解定位号、顺序号的意义和摇号机的使
用方法，流程设置合理，保证概率均衡，做到让老
百姓真正放心。

分房前，工作人员检查村民健康码，设置体
温测量登记点，并为群众提供口罩，确保在疫情
特殊时期保障好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龙门镇主要负责人表示，八亩口杭派民居分
房工作的圆满收官，将从外部环境上改变了村民
的传统生活方式，对提升龙门人居环境、
“两堂一
院”环境卫生整治具有重要意义，促使村民融入
时代新生活，
走上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幸福之路。

银湖街道

环境整治不停歇 干干净净过假期
通讯员 刘航科 童林珏
为给街道居民创造一个清洁、卫生、祥和、文
明的节日环境，提升银湖街道城乡环境整体面
貌，为迎接亚运盛会的到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
础，春节期间，银湖街道全力开展“放假不放心”
环境卫生整治活动。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
银湖街道各村社工作人员带领志愿者们前
往各自然村、小区开展环境大整治。大家各司其
职，分工明确。有的戴上手套拿起扫帚，清扫村
社入口道路两侧地面的落叶和尘土。有的拿起
火钳，深入道路绿化带丛中，寻找各种被丢弃的
垃圾袋、塑料瓶、纸巾等，活动结束后道路两侧面
貌焕然一新。
春节期间，毗邻亚运射击馆的大庄村，组织
了环卫及志愿者的力量，对白纸槽的河边、亚运
射击馆周边道路等重点公共区域进行集中整治，
对道路护栏进行冲洗，清理路面垃圾和道路两旁
堆积物，铲除违规广告牌。同时，修剪草坪苗木，
清理乱种蔬菜与绿地垃圾，补植绿化花草，为迎
接亚运会创造一个整洁、美丽的绿化环境，并向
农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发放宣传单，营造环境
整治的氛围。
银湖街道虎啸杏社区，实现社区、业委会和
物业三方联动，合力解决环境顽疾。重点对虎啸
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的公告栏橱窗、办公室玻

本报讯（通讯员 余杨杨）2 月 18 日上午，银
湖街道组织召开节后收心会，全体在编干部参
加会议。
会议简要回顾 2020 年街道纪律作风建设
情况，重申春节上班后工作纪律，强调街道纪工
委将加大督查力度，从细节抓起，一抓到底，确
保全体街道干部以端正的工作态度、优良的工
作作风，
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及时收心归位，从精神状态、纪
律作风、工作责任三方面入手，以务实作风、饱
满热情迅速投入工作；科学谋篇布局，找准主攻
方向，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奋
力谱写银湖新篇章；坚持攻坚克难，全力以赴，
高质量完成搬迁、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走访慰问乡贤和家属
本报讯（通讯员 余杨杨）近日，银湖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和乡贤联谊会负责人走访慰问乡
贤和乡贤家属。
乡贤是银湖的瑰宝，各位乡贤在外艰辛打
拼取得了丰硕的业绩，展现出了银湖人顽强拼
搏、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同时，乡贤们通过各
种方式支持家乡的建设发展，为家乡发展和形
象提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今年受疫情
影响，众多乡贤无法返乡，银湖街道通过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传递真情厚谊，以暖心服务提升乡
贤归属感和荣誉感。
“收到银湖街道送来的大礼包，让人感到非
常暖心温馨。”这是从高中毕业到上海发展离乡
已整整 40 多年的银湖乡贤董勤发感动地说。

■渔山乡

节后上班人到岗心到位

璃、楼道等卫生死角进行全面清理。同时，给办
公大厅、会议室等公共区域进行全方面清洁消
杀，走廊道路、墙角缝隙等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
70 多岁老党员吴德纯是虎啸杏社区铭鹤花
园业主，也是一名积极参与环境整治的志愿者。
看到自家小区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禁深深
感叹这次环境提升行动给小区及周边环境带来
的巨大变化。他说：
“我们铭鹤以前简直可以用

‘脏乱差’来形容，大家一起努力，终于打了个翻
身仗，现在小区里到处干干净净。我是党员应该
带头搞卫生。
”
春节期间，银湖街道各村社共出动环卫工和
志愿者 200 余人次，清理垃圾 100 余吨，着力解决
各村社环境卫生脏乱差现象，美化道路两侧景
观。

乘风破浪她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施尧兴）新年上班伊始，渔
山乡政府各科室干部职工们迅速从休假状态转
入工作状态，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新一年的忙碌
工作中。
该乡负责人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严明纪
律，做到收假、收人、收心。要严格执行各项规
章制度，严格上下班纪律，严格执行请销假制
度，把过节的兴奋感和松弛感转化为做好工作
的紧迫感，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工作热
情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去，确保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要明确任务，细化措施，全面谋划 2021
年工作。
乡党政班子人员以组团联村干部分组深入
到各村、企业，了解村和企业开年后的安排和生
产情况，
确保开好局。

■场口镇

参观学习企业垃圾分类共促进
本报讯（通讯员 李马洁）春节过后，企业陆
续开工，在做好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同
时，环境卫生工作也不能松懈。近日，场口镇相
关负责人带领部分企业前往大华塑业、富凡实
业等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示范标杆企业参观学
习，交流遇到的困难和较好的方法。同时，镇相
关负责人详细讲解了垃圾四分类具体做法、垃
圾正确投放等知识，让企业一行参观人员受益
匪浅、收获颇多，努力为员工创造一个干净舒适
的生活工作环境，
为建设“美丽场口”
添砖加瓦。

源乡乐居大比武启动

■龙门镇

记者 王小奇 胡筱璐 通讯员 陈梦静

本报讯（通讯员 张雨阳）2 月 19 日上午，龙
门镇召开全体镇干部职工和各行政村书记会
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收拢过节思想，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激昂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新一年的各
项工作中，为全面开启“迎亚运、展风采”新征
程，绘好现代版富春山居图龙门新画卷开好局、
起好步，树立理念抓归位，建立机制抓落实，明
确重点抓当前。

或许每个女生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拥有一间
属于自己的民宿，在平淡中感悟生命的本真，在
静好中尝尽人生的百味……这些隐匿在湖源山
里的民宿，绝对能给你温暖如家的感觉。
“乘风破浪她力量，源乡乐居大比武”重磅来
袭。
近两年来，随着网红龙鳞坝的火爆出圈，湖
源每年涌入了数以万计的游客，直接带动了民宿
餐饮如雨后春笋般在湖源大地上崛起，既为游客
带去了吃住体验，也给当地百姓尤其是广大妇女
同胞增加了创业就业的机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打
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上的“乐水小镇”，助推湖源
乡民宿产业健康发展，展示新时代女性风采，带
动更多女性创新创业，在“三八”妇女节来临之
际，湖源乡妇联特推出“乘风破浪她力量，源乡乐
居大比武”活动。活动时间为 2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
湖源乡范围内已开业民宿的女性创办人或
女性经营管理者、女管家都在评选范围之内。
评选要求，民宿整体情况良好，近三年未发
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投诉，经营中有创新
性和独特性，在行业内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对当
地经济发展、妇女就业增收作用显著；将绿色、环

召开镇村干部会议

■湖源乡

协助搜救诸暨失联老人

龙鳞坝
保、生态、健康的理念融入到民宿中，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打造美丽庭院，发挥湖源独特的生态本
底，鲜明的生活特质，彰显“有颜值、有温度、有情
怀”的湖源民宿特色。
通过自主推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实地走
访、征求意见等形式，切实将符合条件的民宿及

优秀女主人申报上来，
填写申报表。
由乡妇联组织邀请旅游专家、媒体代表、行
业权威、资深游客等组成民宿体验师团队进行现
场打分和网络投票两项成绩综合确定，评选出
“源乡乐居”五星级 3 家、三星级 6 家，颁发奖牌证
书，
并进行官方推介。

本报讯（通讯员 朱琪）2 月 10 日晚上 6 点
半，湖源乡石龙村党总支书记石茹萍接到通知，
一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从诸暨方向徒步走
到石龙村境内，与家人失去联系，老人家属分外
着急，
需要协助搜救。
诸暨、富阳两地派出所、乡镇、村干部第一
时间行动起来，组织召开搜救研判会，研究方案
群策群力，通过看监控、走农户、查村道等多途
径搜寻老人。经多方努力，终于在当晚 9 点 58
分，成功找到失联老人，老人一切平安。老人家
属非常感谢湖源乡各级党员干部、网格员的全
力协助，感动地说：
“幸亏有你们，我们可以过个
好年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