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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今日西湖区    阵雨

26℃～33℃
听雨闲望云 龙坞问诗茶

富 强　  民 主　  文 明  　 和 谐
自由　  平 等　  公 正　  法 治
爱 国　  敬 业  　 诚 信　  友 善

西湖发布微博 美丽西湖微信西湖报电子版

WEST LAKE NEWS

要闻简报

◆ 日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施迎利赴留下街道督查治
水拆违等工作，听取了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

出了要求。                                                    （沈晓蕙）

◆ 9月15日下午，区领导叶泽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听取了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朱银辉） 

◆ 昨天下午，区领导钱志清赴西溪街道、文新街道
和三墩镇开展违规办学整治情况督查，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了要求。

（骆 骏）

本报讯（记者 陈静怡）9月15

日下午，区委书记章根明一行调研

组织参加全市“六大行动”比学赶

超活动筹备工作，实地踏看了龙坞

茶镇筹备工作情况、象山艺术公社

项目和铜鉴湖大道项目建设推进

情况，听取了相关情况的汇报，并

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区领导

吴向前、柴闻乐、缪凌蓉、董清源、

郑国梅、陈星豪参加。

每到一处，章根明都仔细查

看项目推进情况，与相关负责人进

行沟通交流，听取各项目推进情况

的汇报，详细询问项目进度和施

工安排，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更细措施推进各项工作。

章根明一行首先来到龙坞茶

镇·九街入口，查看龙坞茶镇筹备

工作情况。他充分肯定了前一阶

段龙坞茶镇·九街提升改造工作

取得的成绩。章根明强调，在对龙

坞茶镇的进一步建设和经营过程

中，要注重打造精品，在统筹全局

项目建设的同时，着力突出局部亮

点。具体来说，要着重在吸引人气

上下功夫，充分挖掘龙坞的地方

特色，深耕本土文化，加强招商引

资工作力度，积极对接重点企业，

做好茶文化、茶旅游、茶产业这

篇大文章；结合时令节气，打造连

贯式的精品旅游线路，让游客能

停下来、留下来，让龙坞这张茶文

化、茶产业的金名片更加闪亮。

在象山艺术公社建设现场，

章根明指出，象山艺术公社是艺创

小镇的会客厅以及艺术资源的凝

聚器，既包含旅游元素，又拓展文

化内涵、赋能产业发展。下一步要

以打造艺术品的态度来建设象山

艺术公社，着力在项目建设的品质

上下功夫，不赶进度，减少返工，

避免资源浪费。要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水平管理、高质量发展、高

标准建设，及时协调解决施工中出

现的问题，同步推进基础配套设施

建设，全力打响艺创小镇的文创品

牌，充分发挥艺创小镇在之江文化

产业带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在调研铜鉴湖大道项目建设

推进情况时，章根明指出，要牢

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提高站

位，统揽全局，坚持铜鉴湖大道

与铜鉴湖防洪 排 涝调蓄工程一

体化的理念，一步到位完成道路

建设工作。要做好减法，及时清

运道路两侧的渣土，清扫扬尘；

要做好加法，注重道路建设的质

量，因地制宜，使用高品质土壤。

要做到平整翻样结束一段、验收

一段，保质保量推进建设工作，

同时加快配套设施的建设速度，

确保道路如期精彩亮相。要及时

完成相关苗木移栽及种植工作，

做好道路两侧景观绿化、环境整

治等工作，加强植物群落设计，

精心选择花木种类，充分考虑季

相、色相，兼顾养护成本，努力打

造具有视觉震撼力的绿化景观。

章根明在调研组织参加全市“六大行动”比学赶超活动筹备工作时强调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  更细措施
保质保量推进各项工作

刘颖在调研云栖大会筹备工作时强调

切实把筹备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
确保办成一届精彩圆满的云栖大会

本报讯（记者 胡琦旸）9月15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刘颖调研云栖大会筹备工作，现场踏看了云栖小镇工

作筹备情况。随后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相关情况的汇

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区委副书记孙国方，区

领导叶泽、吴向前、陈玮、马品芳、钱志清、郑国梅、陈星

豪参加。

刘颖指出，办好云栖大会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高度重视、务求

实效，切实把筹备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下一步要着力抓

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要确保安全。要坚持安全第一，始终

绷紧安全这根弦，深耕落细安全研判、风险防控和组织引

导等工作，狠抓展会活动安全、食品安全、卫生安全和社

会面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绝对

安全、万无一失。要发挥好现场联合指挥部的作用，对大

会期间的安全保卫和秩序维护工作进行现场指挥调度，做

到细之又细、实之又实、严之又严。二是要确保精彩。要全

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积极对接重点企业，优化招商体制

机制，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借助云栖大会在全

球的影响力，铺开宣传推介各项工作，做到会前预热有温

度、集中宣传大力度、整体推介多角度，努力在云栖大会上

增添西湖元素、发出西湖声音。三是要确保圆满。要抓紧

做好会议服务各项工作，做到热情服务、周到服务、规范

服务，让与会人员感到贴心、舒心、放心。要对云栖小镇及

周边抓紧实施美化、绿化、亮化提升工程，全方位扮靓重

要道路和重点区域，进一步提升形象和品质，充分展现和

宣传西湖之美。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将交通组织、后勤保

障工作做细做好，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以优质高效的后

勤服务保障大会的顺利举行。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

环节、重点活动、重点对象，加强实战演练和应急准备，在

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中优化流程设计、提升服务水平、筑

牢安全底线。要强化主角意识，明确职责、落实责任、主动

作为，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我区首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
创建申报成功

本报讯（通讯员 王爱连）日前，省粮食安全和推进农业

现代化工作协调小组农业“两区”办公室公布了2018年省

级现代农业园区创建入围名单，龙坞双桥省级现代农业

园区名列首位，这意味着我区首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创

建成功。

近年来，我区紧抓“乡村振兴战略”契机，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同步实施了土地全域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

现代农业产业建设等工作，成效显著。

龙坞双桥省级现代农业园区包括龙坞茶镇和三墩双

桥区块，总规划面积40.71平方公里，核心产业区面积2.02

万亩，预计总投资10.53亿元。其中，龙坞茶镇以茶文化、农

村民宿、运动养生、文化创意等产业为重点，双桥区块以鲜

花、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为重点，着力打造一二三产

深度融合的现代精品农业园区。

据悉，我区力争在2019年前，将龙坞茶镇打造成为

“中国茶叶第一镇”“国家级5A风景区”“达沃斯式国际

一流会展旅游目的地”三位一体的特色小镇，成为弘扬茶

文化、发展茶产业的世界之窗；将三墩双桥打造集特色产

业、农业总部经济、农业休闲、乡村旅游为一体的4A景区，

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开

创西湖典范。      

我区提前完成2018年度集体土地回迁安置“清零”工作
本报讯（记者 叶子 通讯员 谢

宏 庞国美）日前，我区最近一轮

集体土地回迁安置工作在转塘街

道启动。本次回迁安置农居点包

括象山农居点（之江家园）、回龙

农居点（回龙雅苑）、良户农居点

（良户家苑）及午山农居点（转塘

家园），共回迁安置住户144户，

住宅146套，100%选房成功。

今年以来，我区把加快安置

房建设这一实事项目作为保障和

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来抓，加大

力度、加快速度、提升品质，进一

步提 升群众 生活品质和城市品

位，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截至8

月30日，完成回迁安置4330人，

完成率125%，提前完成2018年度

集体土地回迁安置“清零”工作。

据悉，西湖国土分局坚持以

民为本，创新工作方式，开展优质

高效的服务，确保群众满意回迁。

该局在项目审批上做好“减”

字文章，尽最大可能减少事项、

环节、材料和时间。对同一部门前

一环节已经提交的材料，下一环

节不再要求重复提交。在建设单

位与审批人员之间形成点对点对

接，建立安置房日报通报制度，每

日根据项目计划时间节点，做好

服务与跟踪，将全流程审批时间

在法定期限内缩减至最短。

该局在不动产登记上做好“容”

字文章，在梳理难点热点、研究

制 定 简 化 办证 程 序、容 缺 办证

机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在容缺办证机制下，开通安置房

VIP专享快捷通道，即在法定要

件材料齐的前提下，其他材料均

可容 缺 受 理。已 完 成良 户家 苑

等项目的不动产登记办理，解决

了多年来群众关心的不动产权证

“办证慢、办证难”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置选房

工作上，该局与回迁安置农居点

涉及的相关镇街紧密配合，坚持

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赢得了

群众的赞赏。

该 局 会同属 地镇街对 实 施

方案、选房细则、选房流程进行

专题研究，并采取实操演练等措

施确保选房工作每个环节无缝对

接。相关镇街多措并举，充分保

障选房工作服务到位。如三墩镇

在五里塘、虾龙圩集体土地180

户农户选房工作中，专门建立回

迁安置指挥部，成立8个工作小

组，选房前对原有登记名单进行

详细梳理、汇总、核对。在选房工

作正式启动后，该局和相关镇街

积极做好政策解释、流程引导、

选房参谋等工作，从资料审核到

选房结束全程陪同，确保了选房

工作的平稳有序，最大限度做到

让群众满意放心。

百日攻坚行动

9月15日，位于区文体中心A区的区青少年宫西溪宫正式启用，城西的小朋

友假期又多了一个新去处。

据悉，区青少年宫西溪宫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每层楼都设置不同的功能区，音

乐艺术区、视觉艺术区、创新体验区、棒伢儿展示区等满足不同孩子的兴趣需求。

目前，区青少年宫西溪宫共开设了42个学习项目、131个班，还特别开辟了

一块场地作为“西湖区红领巾学院”，这是杭州市首家“红领巾学院”，孩子们

可以在这里学习队史、团史、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通讯员  庄晓婷  记者  胡琦旸  摄影  张闻涛

区青少年宫西溪宫

正式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