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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军在省委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继续走在前列凝聚人心力量的新篇章
在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中谱写我省统战工作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本 报 讯（浙 报 记
者 刘乐平 万笑影 记
者 方利丹）昨日下午，
省委统战工作会议在
杭州召开。省委书记
袁家军出席并讲话，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
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
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对照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的目标任务，紧扣争
取人心、壮大力量这个
根本，守正创新、固本
开新，主动变革、主动
担当，做大特色、放大
优势，努力推动我省统
一战线工作高质量发
展、继续走在前列，着
力打造新时代多党合
作高地。
王 浩 主 持 ，黄 建
发、刘捷、许罗德、彭佳
学、王成、陈奕君、刘小
涛、徐文光、邱启文、王
纲、夏俊友、梁黎明、王
成国、王昌荣、李占国、
贾宇在有关会场出
席。省委组织部、杭州
市、宁波市、柯桥区、青
田县作交流发言。
袁家军充分肯定
新时代以来我省统战
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
要在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中谱写我省统战工
作继续走在前列、凝聚
人心力量新篇章。要
深化同心系列活动品
牌建设，提高思想政治
引领实效，加强统战重
大理论研究，实施“同
心共富”工程行动，在
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
础上展现新作为；坚持
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
新型政党制度，深化思
想政治交接，完善参政
履职工作机制，深化民
主党派自身建设，加快
建设新时代多党合作
高地；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全力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建设各民族共同富裕示
范区，提高城市民族工作治理水平；坚持我国
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大力
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聚焦做好党外知识分子
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扩大组织覆盖
与工作覆盖，强化平台载体建设，做好网络统
战工作，实现有效扩面、质效提升；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
长，积极助力民营经济稳进提质，推动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加强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推动
新时代民营经济实现新飞跃；着力做好港澳台
工作，深化海外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更好服
务“一国两制”实践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加强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加强全链条服务管
理 ，加 大 教 育 培 训 和 使 用 力 度 ，强 化 工 作 保
障。要健全党对统战工作领导、统战系统变革
重塑、统战工作争先创优、队伍建设和统战干
部能力提升等机制，加快推动我省统战工作高
质量发展。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吴玉凤、马利
阳、徐林亮、张霖、邵伟斌等区领导在富阳分会
场参加会议。

今迎
“秋分”
周末气温再降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
“燕将明日去，秋向
此时分。”今日 9 时 4 分，我们迎来“秋分”节气，
对于富阳来说，这意味金秋时节即将来临。本
周末的天气就很应景，在冷空气影响下，气温
进一步下降，
更添一份凉意。
本周以来，富阳每天的最低气温都在 20℃
上下，太阳不晒，风力不大，早晚微凉，空气湿
度刚刚好，算是比较舒服的夏秋过渡天气。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中午前后，新一股冷
空气开始影响富阳，北风有所增大，可能带来
少量的污染物输入，可以关注下空气质量实时
变化。明后两天，天气转晴好，阳光不错，最高
气温回落至 25—27℃，最低气温则下降到 16—
17℃，山区更低，很适合安排秋游活动，但要注
意夜间及时添衣保暖。
目前来看，9 月 28 日前，富阳都以多云天气
为主，其中，下周开始盛行偏东气流，空气湿度
增大，风力减小，早晨的能见度会变差，山区和
高山区由于气温较低，
可能多大雾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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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到晴。今天气温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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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举行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启用仪式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朱啸尘）昨
日上午，富阳举行重大交通项目集中
启用仪式，合杭高铁富阳西站、大盘山
隧道、富春湾大道工程启用，灵桥互通
改建工程主体完工。
区委书记吴玉凤宣布“富阳区重
大交通项目集中启用”，区委副书记、
区长马利阳主持。区领导徐林亮、张
霖、钟永明、喻乃群、许玉钧及上海宝
冶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刚参加
活动。
合杭高铁湖杭段备受富阳市民关
注，其富阳境内全长 38 公里，项目总
投资 58.95 亿元，穿越银湖、富春、鹿
山、渌渚 4 个乡镇（街道），富阳西站位
于富春街道西邮村，总投资 3.595 亿，
是富阳境内第二个高铁站。富阳 320
国道至富阳大桥连接线鹿山（大盘山）
隧道工程项目是打通富春与鹿山版块
的重要通道，项目总投资 24.44 亿元，
起于西环北路与公望街交叉口，沿西

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启用仪式现场
环北路往南布设至大盘山后，设隧道
穿越大盘山，出洞后与富阳大桥相接，
全长约 6.34 公里，双向六车道。富春

湾大道位于杭州富春湾新城范围内，
项目总投资 142.53 亿元，起于富阳大
桥连接线，终点为灵桥镇杭新景高速

桥，与新建的春永线衔接，分两期实
施，线路总长约 10.3 公里，含 2 段隧道
和 3 段地面道路。杭新景高速灵桥互
通改建工程项目总投资 6.359 亿元，将
现状灵桥互通向北改移至杭新景高速
与富春湾大道交叉处，以梨形互通与
富春湾大道相接，主线长 1.868 公里，
新建互通匝道长 4.346 公里，设 4 进 6
出收费处。
这些项目的启用，有效完善了城
市路网布局，为富阳城市框架延伸、区
域组团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
整体城市发展具有极大的带动作用，
将进一步加快富阳城市新轴线立起
来。
启用仪式后，与会人员还沿大盘
山隧道、富阳大桥、望江路、富春湾大
道、灵桥互通、春永线、横凉亭路、23
省道、横桐线、合杭高铁富阳西站车览
富阳近年来交通建设情况，感受富阳
城市蝶变。

接续奋斗放大交通优势
□ 董剑飞

这两天，富阳人有种“过大节”的
感觉。伴随着合杭高铁湖杭段等一批
交通工程启用和主体完工，本报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的留言区，皆是市民满
满的获得感：
“太方便了”
“大富阳时代
到来了”。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
那股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早在多年
前，区委、区政府就主动出击，擘画了
一幅“三铁三高三快速”的交通蓝图，
启 动 了 一 场 旷 日 持 久 的“ 交 通 大 会
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干出一个
样 ，富 阳 这 座 城
市精彩蝶变。至
今，
“外联内畅”
的立体式交通体

系已基本架构完毕，城市框架全面拉
开。
回 望 这 些 年 ，交 通 变 化 有 目 共
睹。城区内部基本告别“卡脖子路”。
十余条“断头路”打通，多条主干道或
修或建，精品街区整治提升，换来的是
车行舒适、人行惬意，城市“脉络”畅通
有序。城市版块“勾连”更加紧密。春
永快速路、富春湾大道、大盘山隧道
……这些交通工程建成通车，不仅大
大方便了居民出行，更密切了各个版
块的沟通，为区域联动发展奠定了深
厚基础。融杭、融长三角交通系统化
成型。地铁 6 号线开启杭城都市生
活，绕城西复线拉近杭州与富阳镇街
的距离，杭黄高铁、合杭高铁让富阳步

入浙江省 1 小时交通圈、长三角两小
时交通圈。
不断延伸的轨道、四通八达的路
网，将富阳区位交通优势推向前所未
有的高度，让富阳更加开放、更具活
力，也基本框定了未来五年富阳发展
格局。我们要沿着既定目标任务，发
扬“闯劲、拼劲、干劲”，接续奋斗将交
通优势放大为发展优势，加快推动富
阳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现代版富春
山居图。
我们要做大交通“路网圈”、深耕
产业“朋友圈”。紧盯上海、杭州等地
招大引强、招优引新，把富阳需要的好
企业和优人才引进来、留下来，持续不
断将交通优势转化为“产业引力”。要

做细版块文章、强化区域联动。立足
于富阳“全域一盘棋”，以交通联结区
域“连心桥”、村民“致富路”，进一步提
升城市能级，持续不断将交通优势转
化为“发展底盘”。要坚持以人为本、
提升惠民成色。从公交接驳、出行体
验等细节入手，优化提升交通服务，变
“普惠”为“实惠”，让交通便利可知可
感，持续不断将交通优势转化为“惠民
红利”
。
今日富阳不可辜负。让我们干字
当头、实干为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不断做实“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区”
的基底，全面拥抱“大富阳时代”的到
来。

从蓝图到实景

砥砺奋进构筑
“外联内畅”立体交通格局
□ 张柳静

9 月 22 日，对于富阳乃至整个杭
州的市民来说，
这一天值得庆祝。
富阳境内第二条高铁线路——合
杭高铁湖杭段正式通车，连接城北、城
西与城南的大盘山隧道开通，杭州富
春湾新城交通主干道富春湾大道正式
启用。从 2012 年年初杭新景高速富
阳 互 通 正 式 通 车 到 如 今 的“ 三 铁 时
代”，富阳用了 10 年，将“三铁三高三
快速”这张富阳交通蓝图逐步变成现
实，基本勾勒出外联内畅的立体交通
格局。

外联
富阳，地处长三角城市群腹地及
杭州都市圈的双重辐射圈层，一江碧
玉穿城而过。当千年富春登上长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的舞台，城市交通率先
迎来凤凰涅槃般的蜕变。
2014 年撤市设区以来，富阳坚持
交通先导，落实交通强区，把交通融杭
作为全面融杭的重中之重，大力度投
入、高标准建设，全力推进“三铁三高
三快速”交通体系，构建起“外联内畅”
的立体交通圈层，真正实现了与杭州
同城待遇，
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三铁”即杭黄高铁、合杭高铁、杭
州地铁 6 号线富阳段；
“ 三高”为杭景
新高速、绕城高速西复线和杭淳开高
速；
“三快速”为彩虹快速路、
“杭州中
环”
和春永快速路。

2018 年 12 月杭黄高铁开通运营，
让富阳实现了高铁从无到有的跨越。
杭黄高铁富阳站至杭州东站仅需 21
分钟，至此，富阳正式融入杭州半小时
经济圈。眼光再放远，进入“高铁时
代”的富阳，通达全国，城市格局迅速
打开。
2020 年 12 月底，杭州绕城高速西
复线正式通车，富阳境内 4 个互通 1 个
枢纽，
与省内多条高速路串线成网。
对于富阳普通市民来说，幸福感
提升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地铁呼啸驶
入富阳。2020 年 12 月 30 日，杭州地
铁 6 号线开通，打通富阳至主城区的
“任督二脉”。在众多富阳年轻人眼里
6 号线是撑起生活的“希望之线”。在
地铁的上方，一条彩虹快速路穿城而
过，再次补充进杭路线，从富阳到西湖
转塘等区域，最快 15 分钟内即可到
达。
昨日，富阳第二条高铁线路合杭
高铁湖杭段启用。该条高铁北接宁杭
高铁、沪苏湖高铁，南连杭黄、杭温铁
路，自湖州站起，经吴兴区、德清县、余
杭区、西湖区和富阳区，在桐庐接入杭
黄高铁。它时速可达 350 公里/小时，
从富阳西站出发，往西可达合肥、商
丘，往北可至南京、北京，往东部可到
上海、苏州。一路南下抵达温州乃至
福建、广东等地。与杭黄高铁相比，这
条线路连接的城市更多，发车更加密
集，富阳与全国的联系因此将更加紧

密，也为富阳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
基础。
至此，
“综合一体、外联内畅、智慧
绿色”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成
型，
“15 分钟进出快速路系统、20 分钟
进出高速路系统、30 分钟生活通勤”
的交通蓝图成为现实。

内畅
富阳交通的发展既要“外联”，又
要“内畅”，而大盘山隧道的通车对于
打通交通“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作
为富阳内环快速路的重要一环，大盘
山隧道打通富春江和大盘山这“一江
一山”的阻隔，实现富阳城北、城西与
城南的连通，有效缓解城区交通压力，
从沿山绕行到穿隧道而过，通行时间
则将从 25 分钟直接缩短至 10 分钟左
右。
“八山半水分半田”，是对富阳地
貌的形象描述。山多，造就独特的自
然风光，却也让富阳在路网建设上需
要花费更大的功夫。2018 年以来，富
阳按照“内通外联、成网互联”的要求，
制定了高品质建设“四好农村路”三年
行动计划，完成全区农村公路建设近
400 公里，建成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300
余公里。
去年以来，富阳根据杭州打通“断
头路”三年计划，共打通高桦线（沈家
坞段）、高泰线、巧下线、徐樟线骆村段

等 7 条断头路，接下来还将继续打通
蒋 大 线、徐 西 线（接 诸 暨 段）和 万 牧
线。
“断头路”
“卡脖子路”的打通，彻底
解决通而不畅问题，加快富阳交通“内
循环”
。
如果说地铁的开通给了富阳融杭
最真切的体验，那么“四好农村路”和
“断头路”的打造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加
速了高品质交通建设，不光提升老百
姓获得感和满意度，也加快产业经济
的发展和农业产业链的形成，为富阳
打造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打好基础。
除了路网建设，基础配套同样。
2018 年开始，富阳公交正式全面融入
杭州大交通体系，所有进杭班线、农村
班线都纳入新公司运营，享受与杭城
同等优惠政策，富阳人期盼多年的全
域“公交一体化”
成为现实。
产业强区，交通先行。未来，富阳
交通工程值得期待。如杭州中环快速
路，将在富阳银湖与余杭未来科技城
等地之间架起新的快速路，为产业强
区主战略注入新动能。
接下来，富阳将持续发力，全面推
进交通规划建设，以“立足长三角，拥
抱大都市，紧扣城西科创大走廊，联接
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为核心，继续
做强交通深度融杭工程，加快城区出
行品质提升，紧抓美丽交通民生工程，
构建均衡化的水陆交通体系，巩固完
善杭州市西南交通枢纽地位、打造杭
州立体交通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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