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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乡贤）教育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官宣
1388 万元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三大主体可获奖

个人最高奖励 10 万元
通讯员 丁再红 徐楠 记者 王小奇 胡筱璐
近日，富阳区人民教育基金会“春江（乡贤）教
育基金”管理办法正式出台，实施细则也如期而至，
个人最高可奖励 10 万元。

1388 万元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
今年 8 月以来，在春江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
倡议下，春江乡贤联谊会、商会共同成立“春江（乡
贤）教育基金”。截至 11 月，共有 29 位乡贤企业家
和个人捐赠基金 1388 万元。
“ 春江（乡贤）教育基
金”将永久开放，
并建立持续长效的捐赠机制。
人大春江街道工委主要负责人说，这些捐款将
用于春江街道辖区内教育教学成绩突出的公办学
校及其教师和管理人员、本地户籍的中小学及幼儿
园就读学生、捐赠人在春江街道及其他地区就读子
女或捐赠单位在春江街道就读的子女的奖励和困
难补助。同时，为确保专款专用，街道将对基金操
作程序实行严格把关，认真审核。

三大主体可获奖，个人最高奖励 10 万元
为不断擦亮春江教育“金名片”，积极发挥人才
优势，通过人才引进战略、人才培养策略和学生鼓
励方案，全面带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奖励实施细

则》明确将对应三大主体进行奖励。
对辖区公办学校进行奖励。按照绩效考核，在
区级年度综合考评中获一等奖奖励 10 万元，二等
奖奖励 5 万元，其中排名前 3 名的分别再奖励 5 万
元、3 万元、2 万元；在区级教育教学质量考核中获
得一等奖奖励 10 万元，各校获得国家、省、市、区级
集体荣誉，
将根据奖次分别进行奖励。
对公办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进行奖励。凡春
江街道辖区内公办学校引进“特级教师”
“名师名校
长”
“学科带头人”
“教坛新秀”等，按国家、省、市、区
级别，经学校考核合格后可申报奖励 10 万元、5 万

元、3 万元、1 万元，分 3 年发放；引进或经街道同意
外聘的专业型特需人才当年奖励 2 万元，高学历
（博士研究生学历及以上）人才当年奖励 3 万元；在
春江街道辖区内公办学校任教的获得国家、省、市、
区级荣誉称号的教师本人，经学校考核合格后当年
可申报一次性奖励 4 万元、3 万元、2 万元、1 万元；
春江街道辖区内公办学校引进国家、省、市、区级名
师工作室的，任期内（3 年）每年分别奖励 10 万元、8
万元、5 万元、3 万元。
对优秀学生、困难学生进行奖励和补助。凡春
江街道户籍学生，高考被清华、北大录取的，一次性
奖励人民币 5 万元；被 C9 联盟高校录取的，一次
性奖励人民币 2 万元；被 985、211 录取的，一次性
奖励人民币 1 万元。春江街道户籍的中小学、幼
儿园就读学生，凡因疾病、重大变故导致家庭困难
的，经学校或行政村审核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
3000 元—2 万元不等的补助。
“春江（乡贤）教育基金管理办法和奖励实施细
则的出台，一方面为了规范有效地管理基金，让其
用在点上、用在实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进一步激
励学校、老师和学生不断突破自我，共同进步。”春
江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春江（乡贤）教育基
金旨在全方位提升学校办学品位，提高春江街道教
育质量，
全面助推社会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龙门镇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活动

筑牢反腐思想防线
通讯员 张雨阳
11 月 22 日上午，龙门镇组织镇机关干部、村两
委干部来到富阳区廉政警示教育馆开展现场教育，
着力构建党建统领、整体智治、唯实惟先的工作新
格局，跳出思维的弄堂，跨越心理的石塔，跟上都市
的节拍，跃升发展的龙门，锻造坚定不移、公正廉洁
的基层党组织，淬炼洁己从公的党员干部队伍。
富阳区廉政警示教育馆位于龙门镇，场馆面积

1340 平方米，其中室内面积 720 平方米，一楼二楼
展厅主要设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案为鉴、警
钟长鸣”
“清正廉洁、永葆本色”三个篇章，三楼是配
套的培训交流场所。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镇机关干部、村两委干部
依次参观 3 个展厅，重温入党誓词，通过学习党和
国家领导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开展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宣讲、观看清廉微电影等多
种形式，进一步增强党员同志对党规党纪的认识，

敲响廉政警钟。
龙门镇相关负责人说，全体镇村干部参观区廉
政警示教育馆，通过现场廉政教育，深刻认识到，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完善镇村干部考核制度，健
全村级议事、决策、监督、管理等各项制度，将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权力跑偏、滥用；协调配合，
形成监督合力，充分发挥好信息监督员作用，强化
监督，加大治腐力度，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介
入，
对各类违纪现象绝不姑息迁就，
敢于动真碰硬。

常安镇用好
“请你来协商”
平台
激发乡村活力
通讯员 何颖群 记者 王杰 温欣欣
近日，常安镇组织课题组、辖区政协委员、协商
议事员等 20 余人，针对上半年召开的“露营天堂特
色品牌打造”专题协商会议上提出的四大类 28 条
意见建议进行督查调研，督查结果显示，半年来共
办结意见建议 18 条，还有 4 条意见建议正在实施办
理中，6 条意见建议纳入镇中长期发展规划。

11 月 23 日下午，洞桥镇在文村村乡村大舞台
组织举行 2021 年洞桥镇重点项目开竣工仪式，全
体班子成员、各办主任、各村书记、指导员，开竣工
项目代表、项目施工方代表和部分村民代表参加本
次活动。
活动开始，洞桥镇负责人回顾总结了乡村振兴
馆提升改造项目、贤德污水终端合并项目、俞毕线
环线及周边景观综合提升项目等 10 个竣工项目，
宣布了包括上林溪综合整治、广陵溪景观堰坝工程
等 7 个项目于本次活动集中开工。
以本次重点项目集中开竣工为新起点，洞桥镇

推进在建工地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孙惠娟）11 月 16 日上午，春
江街道垃圾分类专职员联合城管执法春江中队
成员对辖区内在建工地垃圾分类开展执法检查
行动。本次行动严厉查处分类错误、垃圾桶脏
污、无分类指示牌、运输环节中混装混运等现象，
对发现问题进行现场指导，明确整改要求和时
间、对整改时间内不达标的进行行政处罚。

■鹿山街道

开展红十字宣传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喻立英）11 月 23 日下午，鹿
山街道在街道红十字文化公园开展红十字知识
宣传活动，现场向群众发放红十字会无偿献血、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 、应 急 避 险 等 宣 传 折 页 50 余
份。此外，红十字志愿者们还向辖区群众普及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日常疾病预防以及应急救护等
各方面知识，进一步增加辖区群众的疾病防范意
识和疫情防控能力。
今后，该街道将继续深入宣传，让更多的人
了解、支持、关心及参与红十字工作，为红十字会
更好地服务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

■新桐乡

女主人座谈
“美丽庭院”
创建
本报讯（记者 王杰）日前，新桐乡召开乡村
两级妇联和民宿女主人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工
作座谈会，助力“美丽杭州”创建。各村妇联主席
汇报本村美丽庭院整体情况、工作难点。各村负
责人围绕集中攻坚工作打算、宣传发动、长效管
理等方面展开交流讨论。
新桐乡相关负责人要求，庭院环境提升直接
关系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行政村要理
清重点、标本兼治，要千方百计、借势借力，通过
拔高标准、示范引领、比学赶超等方式，自我加
压，
把各项整治要求落到实处。

打造
“最清洁”乡村环境
本报讯（记者 王杰）日前，新桐乡召开高水
平打造“最清洁”乡村环境工作会议。会议深入
剖析了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存在的问题，并从政治
上、民生上、现状上三个角度解读了打造“最清
洁”乡村环境工作的重要意义。会议强调，打造
“最清洁”乡村环境，有利于推进“美丽杭州”创
建。
“ 最清洁”乡村环境改造整治的是环境，检验
的是作风，考验的是干部，赢得的是民心，既是政
治工作，
更是民生和群众工作，
惠及千家万户。

整治环境助力
“美丽杭州”创建
本报讯（记者 王杰）日前，新桐乡动员党员
干部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切实破解环境管理
顽疾，
提升城市环境面貌，
落实常态长效管理。
为此，该乡专门制定环境大整治方案，开展
环境卫生大整治、大检查，并抽调各线工作人员
组建工作专班进行实体化集中办公，以不见实效
决不收兵的态度，促使环境提升常态化深入人
心，
为迎亚运增光添彩。

开展企业环境整治
“回头看”
本报讯（通讯员 汪依彤）近日，渔山乡检查
人员对前期督查的个别企业存在的环境问题整
改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
行动。
检查小组从最近的突击检查情况来看，杂物
乱堆乱放、垃圾清运不及时等问题有了较大的改
进，但是也出现车辆无序停放并占道的新问题，
检查小组要求企业加强车辆停放疏导工作，并结
合“一巡多功能”系统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记录。
心事、民生改善的贴心事、基层治理的烦心事。

督办议题化成果 成立服务专班
“我在这里承诺，对于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照单全收，同时针对协商的问题立即着手解
决。”常安镇负责人表态。专题协商活动结束，常安
镇主要负责人马上召集分管领导和业务科室，成立
“‘露营天堂’特色品牌打造”服务专班，针对梳理的

问题清单逐条分析研判，同时分赴各露营基地进行
调研走访。常安镇负责人表示，镇“请你来协商”平
台有效连接了政府、社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并推
动了乡村事业的发展，是党委、政府的好助手。下
一步，镇党委、政府要抓规范、重落实、强品牌，更好
地发挥“请你来协商”平台在基层治理体系中的综
合效用。

洞桥镇举行重点项目开竣工仪式
通讯员 项轶帆

■春江街道

■渔山乡

强化阵地建机制 聚焦协商
“五心事”
“镇党群服务中心是群众办事的集中地，协商
议事堂作为‘请你来协商’平台的主阵地，必须要方
便群众，突出示范引领作用，我们就把协商议事堂
放在中心会议室。”常安镇负责人说。 在区政协的
指导下，常安镇根据“1+16+1”模式，建立了 1 个镇
级协商议事堂、16 个村级协商议事厅和 1 个委员工
作室，协商议事堂和厅都放置在镇村两级党群服务
中心，在群众集中的亭、厅和廊营造协商氛围，方便
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同时，在“两代表一委员”、乡
贤人士和群众团体中建立“协商议事员人才库”，首
期聘请了 10 位协商议事员。
“ 作为常安人，我对家
乡感情很深。我能被聘请为‘协商议事员’感到由
衷的自豪。”协商议事员、常安镇乡贤倪洪水说。
经过多轮次研讨，常安镇最终将五个“心事”确定为
协商选题的范围。所谓的“五心事”就是：事关党政
大局的中心事、环境提升的舒心事、经济发展的揪

新闻集束

负责人要求，要锁定目标，紧盯节点，倒排计划，对
标对表，挂图作战，集中攻坚，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决
战决胜；要围绕政策处理，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敢
于担当，背水作战，克难攻坚，确保项目建设又快又
好推进；要明晰责任，凝心聚力，统筹协调，优质服
务，并肩作战，全力攻坚，确保项目建设早日落地见
效。
随后，开工项目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标杆点 EPC
工程总承包施工单位负责人、监理单位负责人，竣
工项目代表嘟嘟村项目负责人，区域发展办（农业）
负责人、城乡建设办负责人依次上台表态发言。

■常绿镇

推进新时代
“美丽乡村”
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骆晓青）11 月 17 日，常绿镇
主要负责人指导长春村“美丽乡村”创建拆整工
作及检查“最清洁”环境卫生工作。自“美丽乡
村”建设动员大会以后，长春村充分认识开展“美
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按照时间部署和工作
要求，拆除影响村容村貌的破旧房屋、露天粪坑、
简易茅厕、乱搭乱建等，形成了“全镇一盘棋，上
下齐努力”
的可喜局面。
接下来，长春村将对产生的建筑堆物、生活
垃圾及时清运，把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和“门前三
包”
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
加强督促和引导。

■场口镇

推进沿街商铺垃圾分类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吴利娟 方蕾）近日，场口镇
龙潭社区与场口村两位垃圾专管员对辖区商铺
开展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宣传工作，发放生
活垃圾分类操作指导手册及《浙江省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向沿街商铺宣传生活垃圾种类及定点
定时投放等，每家商铺都签订了垃圾分类承诺
书。商户们纷纷表示，今后将从自身做起，积极
配合垃圾分类工作，共同助力环境保护，合力共
建场口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