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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西湖区  中到大雨转中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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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四版

温馨提示
今日西湖区  小到中雨转小雨

4℃～7℃
芦荡万顷  皑若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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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品牌  集聚发展  引领未来

一幢幢特色楼宇打造出了西湖经济新高地
详见今日3版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减负不减工作  社工职能归位

北山街道为社工减负出实招
详见今日2版

◆ 昨天下午，我区召开网络安全工作会议，传达各级网
安委会议精神，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并开展网络安全知

识培训。区领导吴向前参加。                          （刘　斌）

◆ 昨天上午，市政府召开三墩单元控规审查会。区领导
陈白磊参加。                                                   （袁竹青）

◆ 昨天下午，区领导柴闻乐检查留下街道问题河道整
治情况，听取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郑万元）

◆ 昨天下午，区领导胡志荣赴双浦镇对五号浦河道进
行巡查，听取相关情况的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陆志伟）

要闻简报

本报讯（记者 袁静文）5月13日

下午，在浙江省高质量建设美丽浙

江暨高水平推进“五水共治”大会

上，2018年度“五水共治”（河长

制）工作和美丽浙江建设工作考核

结果公布：我区获得2018年度美

丽浙江建设工作优秀县（市、区）

荣誉，并作为先进代表作了交流发

言，这是对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的充分肯定和极大鼓舞。

我区作为杭州市面积最大的

主城区，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带

来的环境问题曾困扰经济进一步

发展。近年来，我区按照美丽浙江

建设战略部署，大力开展“美丽西

湖行动”，辖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近三年，全区PM2.5平

均浓度累计下降31.8%，大气环境

质量连续排名主城区第一，92.3%

河道水质年均值达到Ⅳ类以上，成

功夺取“大禹鼎”，城中村改造、城

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连续两年全

市第一，荣获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优秀区、省基本无违建区、省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

荣誉的取得离不开社会各界

的共同努力。我区坚持广泛发动，

强化组织领导，发动党员带头，争

取企业支持，动员群众参与，用9

天时间完成了三墩镇6个村2387

户整村搬迁签约；城中村改造涉

及576家搬迁企业全部按时签约

腾房，308家企业主动拆除违章，

215家企业主动签订护河承诺书；

34535户居民主动拆除违章、围墙

612万平方米，做到“零上访、零出

警、零强拆”。

实现全面美丽需坚持系统化

治理。为解决环境、发展、民生等

突出问题，我区创新工作思路和方

法，通过系统化治理，推动问题有

效解决，如科学实施富春江北支江

疏浚等引配水工程，解决困扰之江

地区41年的缺水问题，一举剿灭37

条劣V类河道；如通过开展全域土

地整治，清理堆场706个、堆积物

136万吨，恢复3.1万亩土地的农用

功能；如拆除1万亩甲鱼塘，整改大

棚房51处，关停“低散乱”企业810

家，集中流转土地3.9万亩，建成三

墩、双浦两大都市农业产业园区。

坚持整体化推进为实现全域

美丽提供了坚实保障。近年来，我

区始终秉持全域美丽工作理念，统

筹城区和乡村环境整治，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在城区，对

全区73个城中村进行全面整治，实

施59个老旧小区美丽家园提升改

造，打造白沙泉金融并购街区、象

山艺术公社等一批特色项目，实现

城中村的彻底转型。在乡村，高标

准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和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建成4A级兰里景区

和21个省A级景区村庄，全区4个

小城镇全部通过省级验收，2个成

功创建省市级样板。此外，我区坚

持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

展，对全区各类产业平台进行统筹

布局，精心编制紫金港科技城、之

江新城及特色小镇土地利用等各

项规划，做细城市设计，注重发挥

山水资源优势，打造“三生融合”、

充满活力、特色鲜明的美丽园区。

为让美丽常驻，我区坚持一体

化管理，紧紧抓住“制度”和“人”

两个关键，有效建立全天候美丽机

制，围绕“把农村管成城区一样”

的工作目标，优化城乡管理体制机

制，组建了11个镇街城管分局，统

一城乡各项管养作业和经费保障

标准。同时，建立区、镇街和村社

三级联动的美丽创建考评体系，开

展“美丽”系列评选，坚持“日巡

查、月排名、季通报”，形成“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

2019年，我区将继续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纵

深推进“美丽西湖行动”，全力打

造高标准美丽城区，为建设美丽浙

江、创造美好生活扛起西湖责任、

展现西湖担当！

我区荣获2018年度美丽浙江建设工作优秀县（市、区）

本报讯（记者 袁静文）5月13

日上午，我区召开文明委全体（扩

大）会议暨“美丽”系列创建、城

乡一体化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

区委书记、区文明委主任章根明

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

长高国飞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

任施迎利，区政协主席叶伟平，区

委副书记叶泽等区四套班子领导

出席。

会上，宣读了2018年度西湖

区精神文明建设和“美丽”系列

创建工作的通报；分别总结了全

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全区城乡

一体化长效管理工作，并部署了

下一步重点工作。

章根明首先对全区文明创建

和城乡一体化管理工作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过去一

年，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践行“像

管城区一样把农村管起来，把农

村管成城区一样”的工作理念，坚

持高标准、高质量、高效能推进文

化阵地建设，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喜

爱的文化活动，社会文明程度和

城市管理水平明显提升。

章根明强调，加强文明创建

和城乡一体化长效管理，要重点

处理好五对关系。一是要处理好

“常态”与“突击”的关系，建立

和完善文明创建和城市管理工作

常态化机制。二是要处理好“被

动 ”与“主动 ”的 关 系，增 强 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让主动成为

每个人都具备的工作状态。三是

要处理好“主体”与“主导”的关

系，坚持政府主导，广泛发动群

众，实现群众参与度、满意度双提

升。四是要处理好“盆景”与“风

景”的关系，把培植盆景和形成

风景有机结合起来。五是要处理

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一

方面要增加投入，提升品质；另一

方面要加强管理，改进服务。

章根明强调，各级各部门在

工作推进过程中，要想明白八方

面问题。一是要明确哪些目标要

实现，坚持目标导向；二是要明确

哪些方面要改进，突出问题导向；

三是要明确哪些做法要坚持，一

以贯之推进工作开展；四是要明

确哪些硬件要达标，高标准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五是要明确哪些

措施要创新，不断创新工作的思

路和方法；六是要明确哪些制度

要巩固，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七

是要明确哪些现象要改变，全面

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

质；八是要明确哪些经验要推广，

认真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全力巩

固文明创建成果，推进文明创建

和城乡一体化长效管理工作再上

新台阶。

高国飞指出，下一步要重点

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凝聚共

识、激 发活力。进一步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弘扬每个人都是西湖

社会文明工作一份子的意识，在

全社会广泛凝聚起共识，营造文

明工作人人参与、文明成果人人

共享的良好氛围。二是要落细落

小、持续发力。坚持项目为纲，把

文明创建和城乡一体化长效管理

工作落实到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

目上，量化明确每一个项目的目

标、节点、责任、时限，实行清单

化管理、全流程把控，积小胜为

大胜。三是要完善机制、增强合

力。健全组织领导和工作推进激

励机制，加强督查考评和执纪问

责，进行分类评分排名，在全区范

围内营造比学赶超、争创一流的

浓厚氛围。

章根明在区文明委全体会议暨“美丽”系列创建、城乡一体化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处理好“五对关系” 推进文明创建和城乡一体化长效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高国飞主持  施迎利叶伟平叶泽出席

本报讯（记者 叶子）5月13日晚，区委书记章根明主持召

开有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了相关情况的汇报，对下一步工

作提出要求。区领导高卫星、陈白磊、王波、方鸿卿参加。

章根明指出，国家自然资源部专题研修班学员考察活动

和全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村镇建设现场会即将在我区举行，

两项活动规格高、影响力大，各部门要加强沟通配合，全面

做好筹备工作。一是要抓紧做好相关材料准备工作。做好介

绍材料编写、现场展板方案制定、土地全域整治宣传片制作

等工作。二是要尽快落实接待方案。做好具体会务接待方案

编制，精心制作活动接待手册。三是要全面整治考察路线沿

线环境。抓紧考察路线沿途和所涉及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

全方位整治，充分展示我区现代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章根明指出，铜鉴湖防洪排涝调蓄工程自启动以来，得

到了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区上下的广泛支持，工程建设

顺利推进，即将迎来关键节点，将于6月中旬举行开工仪式。

下一步要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为活动圆满举行提供坚实保

障。一是要尽早落实活动方案，保证开工仪式顺利举行。二是

要尽快详实、准确地完成项目经费补助申请报告，保障工程

建设顺利推进。三是要梳理和完善开工现场相关准备工作，

确保开工现场万无一失。四是要抓紧完成项目涉及的方案，

尽快解决遗留问题，促进项目的顺利推进。

章根明在研究有关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

提前谋划  精确部署  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 胡琦旸 通讯员 刘朝阳 陈敏）昨天上午，区

级退休干部视察文化惠民工程，实地走访了三墩镇绕城村

文化礼堂和吉鸿社区文化家园。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了相

关情况的汇报，老干部们提出了意见建议。区政协主席叶伟

平，区领导高卫星、方鸿卿参加。

在三墩镇绕城村文化礼堂，老干部一行边走边看，详细

了解了相关文化素材资源、文化设施布置等情况，对我区文

化礼堂建设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文化

礼堂不仅是群众活动的场所，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凝聚正能量的阵地，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统筹资源、

科学谋划，将文化礼堂的综合性与特色性相结合，提高各类

设施场所的综合利用率，推动辖区文化工作向更高层次发

展。要充分挖掘文化礼堂的丰富内涵，推动乡风乡愁、礼节礼

仪等进文化礼堂，增进群众对文化礼堂的亲近感、认同感、

归属感。

随后，老干部一行来到吉鸿社区文化家园，听取了文化

家园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各区域功能设置等内容介绍。社

区文化、民俗风情等内容不断映入老干部们的眼帘，历史文

物、民间收藏等物品向大家展示着吉鸿社区发展的历程。老

干部们表示，希望社区继续健全管理机制，积极发挥辐射作

用，做到文化礼堂和文化家园大门常开、百姓常来、活动常

态、内容常新，建设成为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文化地标和精

神家园。

区级退休干部视察文化惠民工程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

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眼下，离小麦收

割的芒种季节还有大半个月，双浦镇境

内4700余亩小麦已经泛出了成熟的金

色，即将迎来丰收。

今年以来，双浦镇持续推动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完成第六期水田

垦造，新增总面积3068亩，完成新增水

田指标面积1173亩（其中新增水田面积

1146亩、旱地改水田面积27亩），耕地

质量提升1661亩，完成春耕春播面积

8200余亩，种植小麦、油菜、大豆、芝

麻等农作物。

通讯员  方琳嬿

 双浦镇4700余亩小麦即将丰收
风吹麦浪风吹麦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