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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旭

本报讯 18日，目前省内规模最大的
园林绿化企业——浙江绿色大地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浙江绿投集团）在萧山
宣告成立，这标志着这艘“绿色航母”开启
扬帆远航之路。区领导赵立明、沃岳兴、方
军、姜国法出席成立仪式。

浙 江 绿 投 集 团 是 在 遵 循 市 场 规
律、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由萧山 11 家
园林绿化骨干企业与浙江湘湖国家旅
游度假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按照企业
自愿组合、抱团发展、集团化运作的思

路联合组建。
萧山园林绿化业、花卉苗木业经过

40余年发展，已成为我区都市效益农业
的新亮点、现代农业的“金名片”。浙江
绿投集团的成立，是对机制创新和产业
转型升级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对各种
经济成分和专业自身优势的重组和提
升，将使我区苗木绿化产业有了自己的

“绿色航母”，为产业拓展出更为广阔的
“蓝色疆界”，绘就站稳浙江、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发展宏伟蓝图。业内人士分
析，这是我区园林绿化、花卉苗木产业做
大做强的一次大胆尝试，通过整合各方

优势，实现实业发展和资本运营并重的
强企之路，力争成为国内一流的园林绿
化企业，从而带动一批园林绿化中小企
业走出“乡间小路”，踏上“城市道路”，最
终驶入“高速公路”。

与此同时，浙江绿投集团在自身发
展壮大的过程中，将加大对家乡人民的
反哺力度，为社会环境改善、农民增收
致富、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出更
大贡献。

成立仪式上，中国农业银行等5家银
行与浙江绿投集团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额
度300亿元。

11家园林企业抱团组建“绿色航母”
走出“乡间小路” 踏上“城市道路” 驶入“高速公路”

▉记者龚洁通讯员吴昊邵舒骏

本报讯 2017年6月底前剿灭萧绍运
河（俗称官河）萧山出口（衙前）省控劣Ⅴ
类断面及4个区控劣Ⅴ类断面；2017年10
月底前剿灭劣Ⅴ类水体……这是萧山剿
灭劣Ⅴ类水立下的“军令状”。面对工作
量大、面广、压力重的现实，我区剿灭劣Ⅴ
类水体如何部署？各镇街推进情况如何？

镇街剿灭劣Ⅴ类 跑出“加速度”

官河萧山出口断面是我区唯一一个省
控劣Ⅴ类水质断面。日前，官河一期南北两
侧5.2公里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拆违工作，一
边是隆隆的机器声，挖掘机进场拆厂房，一
边是工人们有条不紊地拆围墙，一天就拆违
2900多平方米，打响了官河实质性、大面积
拆违第一枪。

拆违只是第一步。今年我区还将完
成官河衙前段8.4公里截流式清淤，计划3
月底进场清淤；截流后还将对河床抛洒石
灰、生物化学药剂，实施底泥消毒和生态
处理，对常水位下的暗管进行封堵整治，
彻底改善水质。“消除劣Ⅴ类水体后，我们
还将深入挖掘古运河历史文化底蕴，对古
纤道进行修复，还原古纤道历史风貌。”对

于官河的前景，沿线镇街有了美好的憧
憬：推开窗见清清河水，推开门感受古韵
风情。

瓜沥镇各村也马不停蹄地开展了剿灭
劣Ⅴ类水体的工作。群谊村党委书记庞伟
林这几天的心思，都放在了对村里刚刚完
成的截污纳管工程回头看上。在一户人家
门口，庞伟林发现，还有白色的洗涤废水排
出，他马上联系了施工方。原来是截污纳
管的管子没有接到主沉淀池里，庞伟林要
求施工方全部检查一遍，杜绝类似情况再
次发生。

不止是官河沿线，东到益农镇，南到楼
塔镇，全区上下都掀起了剿灭劣Ⅴ类水体的
攻坚战，从区级重点河道，到镇街河道，再到
池塘等小微水体，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剿劣网格图，以上率下、层层发动、挂图
作战，“块抓条保”，形成齐抓共管“全区一盘
棋”的良好格局。

倒排时间表 互学互比齐治水

目前，我区成立了剿灭劣Ⅴ类水行动
指挥部，建立9个工作组，指挥、协调、督查
劣Ⅴ类水剿灭行动。为确保完成剿劣工
作，我区创新了以清违建、清淤泥、清排放
口、配清水的“三清一配”工作方法，点和

面联动系统治水。
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加密污水处理管

网，加强市政工程配套，全面打好治水“保
卫战”。投资17亿元的临江污水厂扩容20
万吨的项目，将于今年年底开工建设；投资
3亿元，日处理能力4000吨的污泥处理工
程已经开工；投资3亿元，日处理30万吨的
临江污水厂一期提标技改主体工程，已进

入试运行阶段。
此外，我区还将剿灭劣Ⅴ类水列入今

年督查重点工作，定期开展督查。每周对
镇街清违建、清淤泥、清排放口“三清”工作
排名通报，对工作进度偏慢或未完成劣Ⅴ
类水剿灭任务的镇街（场）、平台问责处理
党政主要领导人；镇级以上河道未完成劣
Ⅴ类水剿灭任务的，问责处理镇街（场）、平

台相应的“河长”，让治水工作真正担在肩
头，落在实处。

▉记者 朱丽燕 通讯员 缪妙

本报讯 “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完
成了浦南直河两岸 80 余处违章建筑
的拆除工作。下一步，将继续坚定不
移地推进河边拆违，为全面剿灭劣Ⅴ
类水奠定扎实的基础，还老百姓一个

‘水清、岸绿、景美’的河道面貌。请大
家一起来监督我们的工作，为我们的
工作多提一些意见和建议。”走访中临
浦镇农业副镇长单振东的一席话，让
临一村村民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政府
办事力度带来的改变。

雨中行，雨中情。周日，虽下着雨，
但临浦镇党委班子利用周末时间走村入
户，察看民情。面对老百姓的期盼，镇党
委书记吴建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一
再强调，临浦今后小城市要大建设，经济
要大发展，环境要大提升，夯实村（社区）
大基层是前提和重要保障，大走访夯实
大基层。要通过基层大走访扣清底子，
广泛收集民情民意，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真正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通过本次基层大走访，摸清各村（社
区）集中的矛盾问题，确保小事及时解
决，大问题部门协商处理，暂时不能解决
的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对策，坚决不能
对当前村（社区）相对集中和镇级突出问
题不清楚无预期。”

按照这一思路，在走访过程中，镇
领导与村干部、村民代表亲切交流，征
求大家对村级换届选举、基层组织建

设、剿灭劣Ⅴ类水等各方面的意见建
议。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化解民
忧。如今，干部走村访户，村民拿出水
果、点心，大家围坐在小板凳上，拉家
常、谋发展、解难题，已成为该镇迅速
贯彻落实杭州市“百千万”活动精神的
生动写照，更是临浦“面对面、心连心”
基层大走访过程中的常态。

据悉，在本次基层大走访过程中，
不论是镇级层面的组织走访还是联村
干部、村（社区）干部走访，大家都严格
按照“一三五八八”的方针要求，即重抓
一线，以访促干，用“一线”工作法推动工
作开展。巧打“感情牌”、“制度牌”、“团
队牌”三张牌，打好“感情牌”，以感情加
强影响力；打好“制度牌”，以制度提高执
行力；打好“团队牌”，以团队增强凝聚
力。建好民生诉求、困难群众、稳定工
作、村级财务、作风建设五本联村台账。
访好八类对象和力推“八必到”，要求各
位党员干部重点访好村干部、党员、村民
组长、困难户、企业家、老干部老党员、基
层两代表一委员、重点人员等八类对象，
对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做到心中有数；力
推“八必到”，即联村干部做到村（社区）
召开“三委”工作会议必到、村党员大会
必到、村民代表大会必到、“党员固定活
动日”活动必到、处理重点矛盾纠纷必
到、商议重点建设项目必到、推动重点
工作必到、处置突发事件必到，实现传
达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推动村
级发展。

开展“面对面心连心”基层大走访

杭州湾信息港二期的中国智慧健
康谷外立面已完工，开始内部装修。
据悉，中国智慧健康谷将吸收一批致
力于健康产业的高质量企业，并在10
月前投入使用。

记者金澍杰通讯员吴雨佳摄

图为官河清淤。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冲锋号吹起来，袖子撸起来。剿灭劣Ⅴ类
水，要跟时间赛跑，也要跟自己赛跑。

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国际城
区，是萧山的五年大计，我们等不起，慢不得。治
水更是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的“必选项”。抓紧
实干，才能在实干中不断砥砺自己，在砥砺自己
的同时，更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治水答卷。

今天起，我们要驰而不息地与跟时间“赛
跑”，因为剿灭劣Ⅴ类水是“五水共治”的重要环
节，完成这个环节才能做好“五水共治”，才能倒
逼萧山产业转型，才能打造天蓝水清的优美环

境，这是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区的关键一步，所有
的重任，都是一环扣一环，一项接一项，我们怎么
敢懈怠？

今天起，我们要意志坚定地跟自己赛跑，因
为治水成绩就是衡量党员干部综合能力的尺子，
更是检验萧山铁军成色的试金石。全区已行动，
如今，官河沿线捷报传来，东到益农镇，南到楼塔
镇，全区上下都掀起了剿灭劣Ⅴ类水体的攻坚
战。其实，面对工作量大、面广、压力重的剿劣任
务，小干部只要不忘初心、不舍昼夜、不计得失，
也能干出脚踩泥土天地宽的大事业，我们如何不

振奋？
一泓碧水美萧山，一座美城走在前。步子

迈起来，最终是要成绩亮出来。治水是久久为
功的事业，培养和锻造一支敢打必胜的党员干
部队伍，也需要长时间的磨砺。我们已在剿灭
劣Ⅴ类水的大战役中，取得了几个战场的胜利，
但目前言“全面胜利”还为时过早。我们也只有
把这股拼劲继续保持下去，把全区动员起来的
态势持续扩展下去，即使汗水流淌在脚下的土
地，我们也能满怀欣慰与自信，等待交卷那一
天。

本报评论员

▉首席记者 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
记盛阅春在区剿灭劣Ⅴ类水行动指挥部调
研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咬定目标，狠抓落
实，不畏缩、不犹豫、不懈怠，坚决打赢剿灭
劣Ⅴ类水攻坚战，为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
的现代化国际城区提供有力支撑。

副区长方军，区政协副主席顾大飞参
加调研。

盛阅春一行看望慰问了区剿灭劣Ⅴ类
水行动指挥部集中办公工作人员，并召开
座谈会，详细了解我区剿灭劣Ⅴ类水工作
进展情况。

在听取相关汇报后，盛阅春充分肯定
了前阶段工作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全区
剿灭劣Ⅴ类水誓师大会后，各级各部门紧
紧围绕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使命感，鼓足干劲、主动作
为、挂图作战，以“三清一配”为突破口，全
力推进剿灭劣Ⅴ类水各项工作，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为
下一步工作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

盛阅春强调，剿灭劣Ⅴ类水是“五水
共治”的重要环节，是省、市委部署的重
点工作，是萧山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
的现代化国际城区的题中之义，也是推
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当前，全
区剿灭劣Ⅴ类水工作已打响发令枪、吹
响冲锋号，各项工作进入决战决胜的关
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切实消除侥幸心理，不畏
缩、不犹豫、不懈怠，乘势而上、攻坚克
难、持续发力，坚决打赢剿灭劣Ⅴ类水攻
坚战，切实提升萧山水环境。

盛阅春要求，要突出重点、狠抓落实，
坚持水岸同治、标本兼治，全力推进两岸违
建拆除、河道清淤、排污口整治、生态配水
等工作，努力实现水清、岸绿、流畅、景美；
要加强协调、块抓条保，按照“责任在块上、
保障在条上”的工作要求，形成“全区一盘
棋”的工作格局，坚决完成劣Ⅴ类水剿灭任
务。

会上，区剿灭劣Ⅴ类水行动指挥部办
公室以及瓜沥镇、新塘街道、衙前镇主要负
责人作了相关情况汇报。

盛阅春在区剿灭劣Ⅴ类水行动指挥部调研时要求

不畏缩不犹豫不懈怠 坚决打赢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

跟时间赛跑 跟自己赛跑

剿灭劣Ⅴ类水 萧山与时间“赛跑”

临浦用脚步丈量民情 用实干化解民忧

信息港崛起
智慧健康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