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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春 迎亚运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随着2022年钟声响
起，杭州正式进入“亚运时间”。农历新年脚步
也越来越近，怀着对新春的祝福和对杭州亚运
会的期盼，本报联合区文联、富阳公交公司向
全区市民发出征集令，征集带有亚运元素的春
联，邀你用笔墨传递心中的美好祝愿。

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副入围春联，这
些春联内容将会由区书协的书法家们创作，制
作成精美春联；书法家们还将书写一批“福”
字。在农历新年来临前，主办方会将这些春联
和“福”字一同送给温暖着富阳的人们手中，他
们可能是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可能是奋战在
一线的城市建设者、亚运场馆建设者，也可能
是热心公益的志愿者……

征集亚运春联要求：内容健康向上，语言
精练，富有春联特色；突出亚运元素、新春元
素，可以是对亚运的期盼和对新春的祝贺，也
可以结合富阳实际，期盼富阳的美好明天；春
联格式，单联字数要求7字或8字，也可添加横
批；所投作品必须是原创，文责自负。春联一
旦入选，主办方将给予一定奖励，此外，主办方
有权使用春联内容。

投稿设置线上、线下两种渠道。线上渠
道：编辑“姓名+联系方式+春联内容”，留言至

“富阳日报”微信公众号后台；线下渠道：将“姓
名+联系方式+春联内容”以信件方式邮寄至富
阳日报社（地址：富阳区体育馆路457号文创大
厦），收件人：富阳日报民生部。征集活动即日
启动，截至1月18日。

本报联合区文联、富阳公交公司

征集亚运元素春联

本报讯（记者 陈凌）1月12日，本报
推出“金固股份杯”2021年富阳十件大
事评选，受到了市民的广泛关注。截至
昨日中午1时，共有近5000人次参与投
票。

从目前投票情况来看，富阳再度获

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传统造纸产
业全面腾退、“迎亚运、展风采，全面打
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行动开启、秦望
通道工程盾构机始发、重大交通工程陆
续完工，奠定“融入大都市、接轨长三
角”坚实基础等大事暂时领先。

网友“云卷云舒”留言说，2021年不
容易，抗击疫情、发展经济两不误。希
望富阳越来越好，实现共同富裕、打造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的愿景早日变为现
实。网友“牛奶@咖啡”说，见证了富阳

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市发展越来越好，
百姓生活也越来越美好。协力新时代，
携手新征程，共促新发展，祝福富阳越
来越好，更上一层楼。

本次投票截止时间为 1 月 16 日下
午 5 时。你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
与互动：填写 1 月 12 日本报刊登的选
票，选定 10 件大事（在表格内打“√”，
多选、少选均无效），并附上你对这些大
事的感言，将选票寄送至富阳区体育馆
路 457 号杭报集团富阳文创大厦富阳

日报用户中心孙女士收；关注富阳日报
微信公众号（账号：fyrb63344556），在相
关推文下方参与投票。

本报将根据读者的票选情况，综合
考虑后确定2021年富阳十件大事。评
选结果出炉后，本报将陆续刊登十件大
事回访报道。此外，本报还将从参与投
票的读者和网友中，抽出 20 位幸运者
（纸质投票和微信投票各 10 名），每位
幸运者可获得小礼品一份。

已有近5000人次参与投票

市民热评2021年富阳十件大事
评选活动仍在进行中，截止时间：1月16日下午5时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区
政府与市交投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举行。市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章
舜年，总经理郦仲华，副总经理苏清，区
领导吴玉凤、马利阳、张霖、喻乃群、许
玉钧参加。

市交投集团成立于 2003 年，是市
政府直属的全资国有企业，主要承担全
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
等任务。截至 2021 年底，集团总资产

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由市交投集团
建设运营的杭千高速公路、东洲国际港
等重大项目，多年来为富阳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此次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区
域协同发展、矿地综合利用、港口物流
产业、城市有机更新、综合交通建设等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区委书记吴玉凤说，市交投集团是
全市交通建设主力军，一直与富阳保持
着良好合作。近年来，集团在市委市政

府领导下稳步迈入“铁公水基并进、建
设开发并重”的综合交通发展新时代。
当下，富阳正沿着区第二次党代会明确
的“一图三立四景”目标不懈奋斗，希望
集团持续发挥专业优势，与富阳开展全
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战略合作，为打造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再添锦绣。

章舜年说，市交投集团成立十余年
来，始终与富阳人民保持着深情厚谊，
始终与富阳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同

向而行。当前，随着融杭步伐不断加
快，富阳区位优势、发展优势日益凸显，
已然成为了杭州最具潜力的郊区星城
和最具想象空间的投资创业热土。市
交投集团将始终立足主职主业，努力发
挥交通先行的优势，加快重大项目建
设，推动多领域战略合作，持续助力富
阳经济社会发展，与富阳携手为杭州争
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
市范例作出更大贡献。

区政府与市交投集团战略合作签约

吴玉凤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上强调

坚决打好春运春节防疫硬仗
本报讯（记者 陈凌）昨日下午，区

委书记吴玉凤来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听取当前全区疫情防控工作形势分析，
部署春运、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区
领导马利阳、詹艳青、孙洁参加。

会上，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当前
国内外疫情防控形势，对前一阶段全区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总结复盘，并分析研
判了春运、春节期间疫情防控重点。指
挥部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防控职责作
交流分析。

吴玉凤对前期工作表示充分肯
定。她指出，当前全球疫情传播愈演愈
烈，国内疫情呈现多点散发、此起彼伏
态势。随着呼吸道疾病高发季节和春
运、春节的到来，我区疫情防控形势更

趋复杂，防控任务十分艰巨。各级各部
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时刻保持“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的警醒，牢固树立“群众
过节，干部过关”的理念，以高度的责任
心和使命感，坚决打好春运、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硬仗。

吴玉凤指出，要强化指挥体系，提
升实战能力。既要总结既往经验，保持
战略自信，又要主动查摆不足，及时补
齐短板。要对标对表省委明确的疫情
防控“六大机制”，着力加快指挥平台建
设，加快数据归集、屏端整合、指挥操
练，构建精密智控指挥体系。要着力提
升指挥实战能力，科学统筹流调、检测、
转运、隔离、救治等各环节能力，精准部
署防疫力量，在模拟演练中不断磨合机

制、提升水平。
吴玉凤强调，要压实责任体系，提

升防控质效。系统梳理疫情防控责任
承诺体系，坚持依法依规、分层分类，精
准推送相关提醒和防控指南，持续压紧
压实各防控主体责任。要强化机制落
实，充分利用好各行业主管部门基础数
据，科学分析防控堵点、难点，精准落实
行业监管责任。要采取“四不两直”等
方式，开展责任制考核抽查，强化失管
责任追究和问题整改闭环，倒逼防控职
责落到实处。

吴玉凤要求，要坚持未雨绸缪，做
好春运、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具体工作。
要提升硬件能力，加快应急快检车辆配
置和实验室场地选址，统筹区内相关企

业储备力量。要加大返乡人员情况摸
排，确保省外来富人员应检尽检。要严
格落实公共交通、重点枢纽、重点场所、
重点物流防控举措，加强餐饮、酒店等
行业抽查，确保公共场所安全。要多种
形式开展防疫宣传，最大程度减少人员
集聚。

吴玉凤强调，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
想准备，突出智慧赋能，构建基底全掌
握、责任全在线、问题全闭环的常态化
疫情防控体系，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
亚运筹办工作保障良好环境。要加强
工作人员关心关爱，开展好一线走访，
选树好先进典型，实施好专项激励，凝
心聚力、慎终如始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一年时间远比
想象中快得多。

2021 年 1 月 15 日，富阳召开“迎亚
运、展风采，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
图”行动（以下简称“迎展行动”）领导小
组会议，提出要开展“迎展行动”，加快推
进产业新动能、城市新轴线、发展新环境
立起来，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穿过四季，越过2021，我们走向又一
个1月15日。

2022 年 1 月 15 日，富阳“迎展行动”
四季度大比武拉开帷幕。在新旧“两个
年”交接之时，亦是冬去即将春回之际，
这次大比武既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回头
看”，看一年前定下的报表完成得怎么
样；也是一声面向亚运的“冲锋号”，再动
员全区党员干部群众为9个月后的富阳
踔厉奋发、追光逐梦。

来吧，梦想树起来、全面跑起来、奋
力冲起来、报表举起来，我们一起面向亚
运，赴一场未来之约。

（一）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如今看来铺天盖地的“迎展行动”，
其“蝴蝶之翅”却在一年半前就已悄悄煽
动。

2020年春天，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
省长袁家军溯江而上，乘船实地调研湘
湖、富春江、严子陵钓台等地。途经富阳
时，他留给富阳一个课题：富阳要在打造
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上作出示范、创出样
板。

富阳是《富春山居图》原创地、实景
地，“现代版富春山居图”一直以来都是
这座城市的愿景。作出示范、创出样板
是目标，也是挑战。经过大半年的酝酿、
讨论，以“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为目
标的“迎展行动”应运而生。区委书记吴
玉凤向担任“迎展行动”各项目长、链长、
指挥长的区领导颁发任务书，这个耗时
20个月的系统工程正式启动。

“迎展行动”有个“别称”——985 工
程，以一种别样的“傍大牌”方式来表达
坚定的“干大事”决心。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要干好985，确保在亚运会前亮相一
批关键性、支撑性、标志性的项目，加快
富阳产业新动能、城市新轴线、发展新环
境立起来，向全亚洲展现好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的风采。
不同于擘画蓝图的各类规划，“迎

展行动”是一份说干就干、马上就干的
“作战图”——2021 年 1 月部署、2022 年
9 月收官，跨度两届、历时两年，涉及 22
个大项、222 个子项，其中都市项目 106
个、产业项目28个、治理项目88个。“迎
展行动”将富阳“三个立起来”的愿景目
标，转化为 9 大工程、8 大产业、5 大治
理，既清晰划分各自界限，又统筹在一
个框架里，“握指为拳”向着同一个目标
发力。

为了推动工作落地，“迎展行动”还
设计了一套相互“咬合”的闭环机制：在
领导机制上，由区委书记、区长任组长，
16位区领导担任项目长、产业链长或治
理指挥长；在推进机制上，由各主要职能
部门担任工程、产业、治理项目的责任单
位；在监督机制上，整合人大、政协、改革
办三支力量，充分调动各方智慧，既担指
导之责、又起监督之效，确保项目、工程
沿着既定思路无偏差执行，实现“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良好发展局面。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落实必须干
字当头、实干为先，打好产业、城市、治理

三场硬仗。

（二）
于产业，破不易、立更难。
区第二次党代会指出，加快富阳发

展、实现跨越赶超，关键在产业、难点在
产业、潜力也在产业。在产业发展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富阳既需要大刀阔
斧的“断臂之勇”，也需要“接骨之能”来
重塑结构。

2021 年初，杭州富春湾新城最后两
支烟囱不再冒烟，造纸产业全面腾退。
经历“大破”之后，产业如何“大立”“快
立”，成为摆在富阳面前的一道课题。实
践告诉我们，在世界经济风谲云诡的形
势下，谋产业不是招一两个大项目，也不
是建一两个产业集群，而是要用产业链
的思维来谋产业，这正是当前富阳迫切
需要的“接骨之能”。在此过程中，既要
发挥市场的自主性，持续用好以企引企、
以商引商的办法，也要用好政府的有形
之手，加快明确产业方向。

为此，富阳系统性谋划了八大产业
链，并为每条产业链配置“链长单位”。

各链条单位围绕这条产业链的各个环
节，审视富阳有什么、缺什么、要什么、干
什么四个问题，延链、补链、建链、强链。
一年下来，全区共完成8个调研成果和8
个行动计划，列出了一批更加精准的盯
引清单、培育清单和落地清单。

思路清晰，才能有的放矢、精准出
击。一年来，富阳招引高新产业项目100
多个，固投亿元以上项目60余个，包括大
华、银湖生物信息产业园、富春湾医械健
康产业园、富春湾安防产业园、富春湾新
城核心商业综合体等产业项目。富芯项
目是省特别重大产业项目、省市县长工
程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建筑封顶，进入
装修和机电施工阶段。杭州宏华软件建
设纺织数码喷印装备与耗材的智能化工
厂项目“加速跑”，喷印装备和耗材生产
基地一期主体建筑已全部结顶，春节前
具备投产条件。

产业强则经济旺、城市兴、百姓富。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沿着产业链思维
的路径走下去，“努力再造一个‘产业富
阳’”的目标将不再遥远。

（下转2版）

坐冬望春 追光逐梦
——写在全区“迎亚运、展风采，全面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行动开展一周年暨四季度大比武召开之际

□董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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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发布倡议书 鼓励外地员工留富过年

地铁6号线开通、“断头路”打
通、西复线通车……

路网畅通生活由此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