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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昨日，区人
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简称《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亮，副主任胡志
明、郎卫国、孙洁、王龙华参加，副区长
俞小康陪同。

检查组一行先后视察了危废智治
平台、洋浦江水环境治理现场，详细
了解我区《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绿
色低碳发展政策、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和修复等制度落实情况。召开座
谈会听取区政府《环境保护法》贯彻
执行情况汇报，参加会议的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区人大代表围绕加快污水
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污染源头管

控、环境保护宣传等方面提出意见建
议。

徐林亮对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近
年来，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紧紧围绕生
态环境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统筹兼
顾、综合施策，大动作推动绿色发展、
大力度攻坚污染防治，全区的环境质
量显著改善，工作成果收获群众广泛
赞誉。

徐林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切实增强环境保护的责任感、使
命感、荣誉感。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
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引，将环保工作放到忠实践行“两个确

立”、全面扛起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使命担当以及“环境就是民生”的政治
高度，坚决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
好、不能变坏”的刚性底线，不断增强
全区人民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要进一步提质管理，切实
增强环境保护的系统性、针对性、实效
性。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强化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协同做好“保护、治理、发展”三
篇文章，处理好“执法与普法、执法与
经济发展、执法与企业合规管理”的关
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努力把生态
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胜势；要进
一步提升能力，切实增强环境保护的

创新力、管控力、协同力。要注重改革
突破，创新工作方式，打造具有富阳辨
识度的项目，强化数字赋能，迭代升级
生态环境数智平台，完善机制建设，发
挥好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协作机制，多
维度协同配合，形成强大合力，持续推
动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俞小康代表区政府作表态发言。
他说，区政府将以本次执法检查为契
机，按照区人大常委会的要求，对相关
意见建议逐条进行梳理分析、整合吸
收，推动认识再提高、措施再细化、落实
再强化，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

树牢“环境就是民生”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俞玲
华）今后富阳的预付式消费市场有望得
到进一步规范。昨日上午，全区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全周期治理工作推进会召
开，区领导邵伟斌、何献忠参加。

美容卡、健身卡、足浴卡……近几
年，预付式消费引发的纠纷频频出现。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商铺暂停营
业或跑路、使用时间受限、服务不满意
却无法退款等情况较为集中，预付卡成
为消费投诉的重灾区。2019年至2021
年，全区预付卡投诉案件呈逐年上升趋
势。

为积极探索商业单用途预付卡全
周期治理，变群众关心热点、治理难点
为改革亮点，富阳扎实稳妥推进预付
卡数字化管理应用场景试点工作，推
出“富春预付码”数字化监管服务平
台，全力构筑商业预付消费安全网，引
导商户稳健经营、促进消费回归理性、
保障消费者合法利益，进一步规范预
付式消费市场，实现治理更有效、服务
更优质，营造安全、便捷、放心的消费
环境。

“富春预付码”数字化监管服务平
台根据经营者、消费者、政府三端需求，

实现三端功能。即经营者端可在线便
捷发卡、售卡；消费者端“扫码”进平台
充值、消费、退卡，还可即时查询信息
（包括经营者信息、赋码风险等级、申诉
情况等）；政府监管端实现预付资金流
转全过程监管和风险预警。

区委副书记邵伟斌指出，规范预
付卡经营行为，事关消费者合法权
益，也关系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是
富阳今年数字化改革的重点工作，要
高度重视、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新形
势下规范单用途预付卡管理的重要
意义，加强各行业预付卡经营管理，

为消费者解难、为政府分忧、为全省
探路。

邵伟斌强调，预付卡改革工作涉及
各行各业，涉及的经营者数量巨大，不
是单个行业、单个部门就能做好的工
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进一步突出重
点、整合资源、形成长效管理机制，确保
富阳预付式消费健康有序发展；要进一
步聚焦突出问题，围绕防止漏管、资金
监管、精准预警等工作，推动数字化改
革成效落地，打造出真正管用实用、群
众满意的应用场景。

让预付式消费放心安心

富阳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开展全周期治理

省善治示范村、省善治村名单公布

富阳35个村上榜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郎瑜 许杰）近

日，浙江省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名单，
认定2021年度“浙江省善治村”“浙江省善治示
范村”共计2195个，撤销“浙江省善治（示范）村”
共计112个。

富春街道三联村、春江街道春江村、东洲街
道新沙村、东洲街道鸡笼山村、鹿山街道南山
村、春建乡大唐村、大源镇大源村、灵桥镇江丰
村、场口镇联群村、常安镇横溪村、龙门镇龙门
三村、万市镇东叙村、万市镇彭家村等13个入选

“浙江省善治示范村”。
鹿山街道三合村、银湖街道新常村、银湖街

道大庄村、新桐乡新中村、新登镇湘主村、新登
镇半山村、渌渚镇董湾村、胥口镇胥口村、胥口
镇棠棣村、永昌镇昌岭村、大源镇杨元坎村、里
山镇安顶村、渔山乡五岭村、上官乡深里村、常
绿镇黄弹村、场口镇真佳溪村、常安镇礼门村、
环山乡诸佳坞村、湖源乡新二村、洞桥镇三溪
村、新登镇长垄村、灵桥镇永丰村等22个村入选

“浙江省善治村”
2018 年开展乡村治理省级善治（示范）村

推荐、认定工作以来，富阳区已有 102 个行政
村被省乡村振兴领导小组认定为省级善治（示
范）村，占 276 个行政村的 37%，其中省级善治
示范村 77 个、省级善治村 34 个。2019 年和
2021 年在省善治示范村的基础上，渌渚镇莲桥
村和永昌镇唐昌村被推荐、认定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

区农业农村局开展
防灾减灾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张宇 滕莹）昨

日是第14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7日至13日为
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为“减轻灾害风险，守护
美好家园”。

昨日，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前往新桐乡
新桐村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切实提升人民
群众对常见自然灾害的预防，掌握自救互救的
基本常识，活动采取设置展区、沿街商铺走访、
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对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等
常识进行解读，帮助群众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
意识，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仲芷菡 通讯员 陈跃
兵）为缓解疫情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的影响，富阳启动“助企纾困”专
项行动，着力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共
性问题、个性化难题和深层次问题，支
持企业挺得住、过难关、有奔头。昨日
下午，区工商联联合区经信局（区服务
企业办）、区税务局组织召开部分执委
企业“助企纾困”座谈会，区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祝燕青参加。

“受疫情影响，我们公司近几个月
的营业额同比下降60%，线下门店基本
处于闭店状态，线上交易物流也受限.

能发货的地方，企业发货成本也成倍增
加。”“现金流对企业经营至关重要，政
府能否出台更有利于企业资金周转的
缓缴费款政策，让企业运营有更多余地
和空间。”“我们已经和乙方单位结清款
项，但是乙方单位拖欠了农民工工资，
工人最后还是找到了我们，这个问题政
府是不是能帮助解决。”座谈会上，富春
控股集团、张小泉股份、杭州大华智联、
杭州楚济堂医药科技、金汇世纪房地
产、浙江正大空分设备、华滋绿城房地
产、华邦建材等企业负责人相继发言，
针对企业现阶段在保畅通保供应链、退

税减税免税政策、用工稳岗、保障企业
款项支付等方面的难点、痛点提出诉求
及建议。区经信局（区服务企业办）、区
税务局做出回应。

祝燕青对参会企业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说，
当前在疫情防控和国内外经济形势
复杂严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企业生
产困难和挑战增加，能千方百计稳发
展实属不易。企业家们要有充分的
思想准备，通过积极破解难题、创建
竞争优势适应环境；要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在困难和机遇中练好内功、

把握新发展，力求企业在发展逆境中
实现突破。

祝燕青强调，富商群体是富阳发
展宝贵的战略资源，也是富阳发展的
底气和力量。职能部门应从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帮扶企业的重要
性，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出台的政策
举措，最大限度为企业纾困解难。要
及时梳理、帮助破解企业在生产经营
中的共性问题、个性化难题和深层次
问题，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

区工商联组织召开部分执委企业“助企纾困”座谈会

听企业诉求建议 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记者 吴璇）生态出前景，
美丽生财富。昨日，区政协专项民主监
督小组走进洞桥，实地调研视察“美丽
经济”产业群落项目推进情况。区政协
领导张霖、胡狄华参加。

此次专项民主监督是区政协深入
贯彻落实区第二次党代会精神，围绕

《杭州市富阳区“迎亚运、展风采，全面
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行动方案》中
明确的八大“标志性强的产业群落项
目”开展的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其中一
项。区政协主席张霖一行先后来到“野
生君山乡营地”和“山也度·塘湾里”未
来自然社区，实地踏看项目建设情况，
详细了解两个项目的运营团队、建设进
度、运营机制、盈利模式、对周边地区辐

射情况、联动发展模式以及目前存在困
难等。

乡村旅游迸发出的生机与活力，为
“美丽经济”铺就了发展底色，也为产业
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近年来，富阳做
深做实美丽乡村文章，因地制宜发展乡
村特色产业，积极招引“美丽经济”产业
项目，一幅村美民富的美丽图景正在富
春大地徐徐展开。

“野生君山乡营地”和“山也度·塘
湾里”未来自然社区两个项目是“美丽
经济”的典型代表。两个项目分布在洞
桥镇的东西两地，因定位、受众群等不
同，构成了差异化、可联动发展的美丽
经济产业群落。监督组委员们以点及
面，就美丽经济项目协同、互动发展，人

才引育，区域联动发展，加大本地营销，
延长产业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张霖充分肯定洞桥的美丽经济产
业群落建设推进情况。他指出，“美丽
经济”产业是实现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
合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
途径，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
要切入点，要万众一心、坚定不移地走
产业强区道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信
念，加快把美丽乡村的“颜值”转化为可
持续发展的美丽经济“产值”，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活力。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
则，扬长补短，科学利用好当地优势资
源，充分挖掘当地民俗文化、红色文化、
饮食文化，打造个性化、差异化的产业
模式，走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发展道

路。在推进“美丽经济”产业群落的过
程中，政协委员要充分发光发热，出智、
出资、出力，深入基层助力解决问题，让
群众切实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委员就在
身边。

张霖要求，要形成合力，推动“美丽
经济”高质量发展，让百姓真正受益。
乡镇（街道）要把准“美丽经济”产业的
发展方向，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各相关
部门要规范农家乐、民宿行业标准，加
强后续监管，靠前服务，确保产业项目
健康有序发展，做服务企业发展的“解
题人”。区政协要聚焦产业强区主战
略，发挥优势、统筹资源，引导政协委员
以高质量履职为高水平描绘现代版富
春山居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区政协开展“美丽经济”产业群落专项民主监督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昨日下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马利阳带队赴渌渚镇
和新登镇，调研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重大
产业项目推进情况。区领导何献忠、王
龙华参加。

富阳区循环经济产业园位于渌渚
镇阆坞村，自 2019 年场地平整和动工
建设以来，目前生活垃圾焚烧处置、餐
厨垃圾处置和飞灰处置三大项目已全
部建成并投入运行，园区规划、配套建

设和运营管理逐步完善。马利阳实地
踏看了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和餐厨垃圾
处置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企业项目运
行、园区产业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等情
况，并对循环经济产业园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加快园区空
间腾挪，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完善配套
设施建设，优化交通组织体系，招引更
多优质项目入驻，推动循环经济产业链
强链、补链、延链，高水平打造绿色发展

园区示范样板，为产业强区再添动能。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杭州大立过滤
设备有限公司深耕过滤器滤芯行业二
十余年，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
滤芯产品，广泛应用于生物制药、微电
子、食品饮料、发电，石油化工、冶金、饮
用水及游泳池水处理、机械制造、汽车
生产等领域，获得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肯
定与认可。参观企业展厅和核心产品

后，马利阳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
勉励企业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
善产品体系，积极拓宽产品市场，进一
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
致力成为环保过滤行业的领跑者。同
时，他要求开发区、新登镇和相关部门，
主动做好对接，全力做好保障，切实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营造更加优质营
商环境，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创
新、加快发展。

马利阳调研循环经济产业园和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情况

激活绿色发展引擎 推动产业强区提速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沈黎）近日，北
支江上下游水位站建设完成，将实时监测北支
江水位，护航亚运水安全。

北支江处于钱塘江感潮河段，自然条件下，
水位既受潮汐影响，又受上游来水影响，而亚运
会赛事要求水位需保持在5.4米至6米之间，保
障北支江水域水位稳定至关重要。区农业农村
局水文工作人员通过对北支江水位变动和岸线
的踏勘比较后，将上下游水位站分别选址于北
支江上游船闸进口和梳山桥，近日已完成雨量
计和雷达水位计等设备安装。

水位站建成后，自动探测的上下游水位和
雨量数据将通过移动信号，实时传输至省、市、
区各级防汛指挥机构，为北支江的水位调度提
供直接的技术支撑。

接下来，区农业农村局将根据设备调试和
运行情况，进一步完善运行保障方案，组建应急
测验队伍，为防汛防台和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提
供坚实的水文保障。

北支江上下游
水位站建设完成

水文智能监测终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