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一线

镇街 2017年3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晨曦 校对：肖燕030303

■镇街简讯

最美江景线 白墙灰瓦，油菜花遍地盛开，从桃北新村浦阳江畔上空俯瞰，好似一幅烟雨蒙蒙的
江南春色图，令人赏心悦目。 记者 唐柯 摄

■通讯员 田何兴 首席记者周颖

本报讯 近日，进化全体机关干部、各
行政村村务专职工作者、大学生村官、重
点企事业负责人参加了全镇“大干2017
打造进化铁军”深化作风建设动员大会。

今年，进化要打好经济发展突围战、
打好环境治理持久战、打好民生实事攻坚
战，首先必须打造一支进化铁军……作为
浦阳江生态经济区先行者的进化在“大干
2017”冲锋号声中再次出发。

会上，进化25个行政村书记接过沉甸
甸的2017年行政村工作任务书，信心满

满。欢潭村被列入了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建设，目前已完成总体规划编制，拆除水系
违章75处，完成拆迁评估，并正在开展省
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规划、市
级“杭派”民居示范点建设，全村环境综合
整治、垃圾分类、林道建设正在有序进行。
针对欢潭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任务重、工
作量大、困难多的实际，该村主要负责人表
示，要坚定信念、迎难而上，以铁的决心、铁
的作风，坚决打赢美丽乡村攻坚战。

今年进化镇机关各职能部门工作任务
繁重，如镇农办面临劣Ⅴ类水全面剿灭、浦
阳江综合治理工程全面协调、区级骨干林

道毛路全面贯通、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全面收官、水利标
准化管理全力创建，每一件工作都关乎进
化的发展，关乎进化5万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这也是对机关干部的一次大考。

进化的发展“大干2017”离不开一个
稳定的社会环境，进化派出所表示要全力
开展打击、管控工作，确保社会稳定，保障
大美进化建设。

经济总量小、企业规模小是进化的一
块短板，今年进化镇提出要打好经济发展
突围战，这对进化企业家来说既是压力，也
是动力。对此，进化镇充满信心和决心。

做好环境治理干好民生实事 进化“大干2017”

本报讯 日前，楼塔镇党委政府将
今年所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分解细化
为86 项重点工作，并明确工作的时间
节点，落实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2017年，楼塔镇以打造楼塔“生态
经济名镇”“历史文化名镇”“田园人居
小镇”“平安健康强镇”“政通人和新镇”
为方向，面对楼塔实际，镇党委、政府要
求各职能部门以迎难而上的勇气、克难
攻坚的志气、开拓进取的锐气，实干、巧
干、苦干，全力确保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攻坚战、林道建设、楼塔溪、大同溪提
升改造、科技创新项目等一系列项目的
推进和建设。

为确保86项重点工作全面完成。
楼塔镇按各办工作职能的分工，已将主
要工作分解落实各办、线，每项工作有
责任领导、有具体的责任人，明确了时
间节点。为推动这些工作目标得以认
真落实，镇政府建立工作落实汇报制
度，镇人大、纪委实行了提前介入督
查。 （王新江 洪凯）

■通讯员 沈镇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面对全面剿灭劣Ⅴ类水的动
员令，戴村迅速出击。这是继全面消除垃
圾河、黑臭河后，戴村今年“五水共治”中
的又一大战役，戴村根据区委区政府的统
一部署，结合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大
干快干，全镇上下再发力，全面开展辖区
范围内劣Ⅴ类水体排摸工作。

党员站岗，绘制作战图

为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
用，戴村镇借助民情地图绘制水情作战
图，按图划片，对全镇主要14条河“河长”
进行再明确，并设立具体联络员，成立党
员志愿服务队23支，设立护水党员先锋

岗。党员定期排查分管区域的水体水质
情况。通过挂牌亮身份，“河长制”公示牌
等举措，明确职责，也接受群众监督。

监督考核，立下军令状

镇主要领导与各“河长”和村主要负
责人签下军令状，确保分管区域中无劣Ⅴ
类水，并通过微信群、公开栏晒成绩，由群
众来评议。镇人大、纪委将不定期开展明
察暗访，对检查情况进行公示，与机关效
能、村务专职工作者季度点评相结合，对
治水不力的、群众不满意的果断摘牌换
人。

排查摸底，吹响冲锋号

截至目前，全镇对剿灭劣Ⅴ类水成立

六个工作组，包括沿河拆违、工业污染、污
水处理、农业面源污染、综合宣传、督查等
小组，共排查出需整治主要河道2条，池塘
5个，接下来将开展“千名党员护水”专项
活动，把剿灭劣Ⅴ类水工作与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协调，形
成工作一体实施、全线推进的态势。

劣Ⅴ类水剿灭战正在继续，水环境保
护永在进行，戴村将继续发挥广大党员干
部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结合党员活
动日、最清洁城乡等行动，组织党员干部、
广大群众，发挥作战精神，采取控源截污、
垃圾清理、清淤疏浚、水系连通等多种措
施，不留死角地消除黑臭水体，确保一溪
碧水输送给下游兄弟镇街，争取在剿灭劣
Ⅴ类水工作中交上一份满意的成绩单。

戴村“背水一战”吹响劣Ⅴ类水剿灭战冲锋号

楼塔分解落实86项重点工作 全力确保如期完成

本报讯 近日，空港经济区（南阳街
道）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大会，
动员广大党员干部以最铁的作风、最铁
的纪律、最铁的干部队伍，撸起袖子加油
干，为“十三五”的发展，为打造全国一流
的航空都市区提供坚强的作风保障。

会议提出，2017年，空港经济区
（南阳街道）将以“提效率、破难题、解民
忧、强队伍”为四个重点，着力开展好五
项行动。

会议强调，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的

要求，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着
力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
制。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
严肃追责问责，督促各级党组织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强化作风效能建
设，纠正“四风”、整治“三不”行为，为空
港经济区（南阳街道）各项事业新突破提
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高佳美 洪凯）

空港经济区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大会

本报讯 昨日，新街街道专门组织
全体领导班子和机关联村干部及各村
社区主要负责人前往新盛村开展剿灭
劣Ⅴ类水工作现场会。

在现场，街道城建科、农业科正联
合对新农都南围墙排水沟和104国道
旁暗沟的两处违建进行拆除，当天的拆
违面积达到数千平方米。拆除后，将在
一定程度上阻断排入水沟的污水源。

街道负责人表示，剿灭劣Ⅴ类水要
从源头抓起，从根部突破，首当其冲的

就是要将污染源掐断。当前街道开展
的劣Ⅴ类水剿灭工作中，三清是很重要
的基础，只有把违建、排污口、淤泥进行
彻底清理，才能开展新一轮的配水工
程。为此，他要求各单位要对本单位所
有的沿河违建、排污口等进行彻底的排
摸，决不放过一个；措施再果断，面对污
染水源的直接因素，决不能姑息，要采
取铁的决心和铁的手腕，雷霆整治；行
动再加速，针对时间节点，要加快脚步，
提升工作效率。 （金雪飞 龚洁）

新街现场会上表治水决心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区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
了临浦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专
家评审会。

作为全区第二批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中首个完成编制评审的镇，本次评
审会受到杭州整治办的特别重视，会议
专程邀请了规划评审专家团队为临浦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的评审稿“把

脉问诊开良方”。
会上，设计单位就规划目标、整治

范围划定和技术路线等方面作出详细
介绍。评审专家和各部门表示，临浦镇
的整治规划内容全面、思路清晰、框架
合理，符合导则和考核办法的要求，达
到了为下一步综合整治项目设计及建
议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综合整治的
个别项目提出了一些完善和修改意见。

（丁泓宇 缪妙）

本报讯 3月14日、15日，红山农
场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农贸市场周边经
营环境专项整治行动。

本次专项整治共出动城管红山中
队队员和红山警务站协警20余人。整
治内容包括：红山农贸市场周边车辆无
序停放、无证小三轮流动摊、市场外乱
设摊等影响环境和经营秩序的现象。

经过为期两天的专项整治，共清理市场
外小摊40多个、查处无证流动三轮摊
位2个，经营环境得到了明显好转。

城管红山中队表示，下一步的动作
是，每周开展不定期专项整治，并在市
场东面两处出入口采取禁止小三轮通
行的措施，力促环卫秩序、经营环境的
进一步好转。 （朱林 徐文燕）

红山开展农贸市场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本报讯 为提升社区居民识毒、防
毒、拒毒的禁毒意识和抵御毒品的能
力，全面推进“无毒社区”创建，开发区
钱江社区在2017年的前三个月分别开
展了针对社区内的常住人口、企业职
工、高校青年学生为主的三类群体开展

“三位一体”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同
时，活动地点设在钱江农场辖区的小
区、企业单位、学校内部，使整个宣传教

育系列活动更具广泛性和针对性。
除了传统的宣传展板和宣传折页

外，钱江社区还准备了大量禁毒模型使
宣传活动更加富有直观性和趣味性。
通过展示模型、讲解深入浅出的案例，
将毒品对社会、家庭、个人的危害展现
得更为形象生动，也让群众更好地了解
识别毒品以及怎样加强对毒品的防
范。 （沈恒阳 徐文燕）

临浦召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评审会

钱江社区开展“三位一体”禁毒宣传

春分时节忙春播
3月20日，春分时节，萧山所前镇杨树下农户

在细雨中翻耕土地，准备春播。 摄联会 傅灿良 摄

■文/摄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义桥镇“9238”工程建设誓师大会昨
日下午举行，迅速掀起义桥镇新一轮发展
热潮。据悉，“9238”工程投资总额将达
18亿元，是今年义桥镇在全区的一个漂亮

“自选动作”，旨在凭借优势，抢抓机遇，为
义桥镇百姓办一些以前想办却办不了的
大事和难事。

“9238”工程，“9”是指九大基础设施建
设，包括03省道改扩建（含春永线）工程、
东方路提升工程、桥戴线义桥入镇口景观
提升工程、民湘路东伸改扩建工程、朱簉线
拓宽工程、时敏路新建工程、湘建线改造提
升工程、油虎路沿线整治工程、新峡路整治
提升工程；“2”是指两大区块“退二进三”，
分别是富可达区块、中强钢构区块；“3”是
指三大区块改造（2018年3月底前完成），
分别为老街改造区块、星天地周边综合区
块、派出所西区块；“8”是指剿灭八条河道
的劣Ⅴ类水（2017年4月底前完成），分别
是杨家浜河水系（含打油陈河、双桥头河、
白浒墙河）、里河、南河、峡山河、积堰山河、
蛟山河、王家桥河、联三河8条河道。

此次22项工程“大会战”，是义桥镇党
委政府基于南片规划定位、义桥发展实
际、百姓强烈期盼的基础上，紧扣全区上
下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治危拆违、剿灭劣Ⅴ类水等行动，在实
施骨干林道、许贤中心幼儿园、许贤工业

园区管网、镇级图书馆、实验学校风雨操
场等实事工程之外，综合区镇两级重点工
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每一个项目，都经
过深入调查、仔细斟酌、反复考量。“这些
重点项目，将影响着义桥发展格局，关系
着义桥建设品位，展现着义桥干部形象。”
义桥镇党委书记李自钧说，“9238”工程是
义桥镇能否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取得重
大突破的关键。未来，义桥的时代大道沿
线将展露现代化都市风采，老集镇则充满
古香古色慢生活情调。

破除沉疴，势在必行。集镇改造是义
桥镇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之一。据悉，老
街改造区块改造启动后，将里河古河道为
轴线，在河道两侧20米范围内留住渔浦古
镇的记忆。计划于2017年第三季度启动
老街征迁工作，并根据义桥小城镇整体规
划，同步对现有里河西侧区域和里河路进

行改造，于2018年3月底前完成征迁工作。
誓师大会上，义桥镇镇长周纪忠宣读

了“9238”工程建设实施方案。每个项目
组的相关负责人领取了任务书，部分负责
人做了表态发言。

任务书就是军令状，表态发言就是宣
言书。义桥镇将把“9238”工程作为支撑
和带动义桥新一轮发展的“牛鼻子”来
抓。每个项目都是由义桥镇一名班子领
导牵头。为确保工程有序推进、顺利完
工，义桥镇还成立“9238”工程建设指挥
部，负责全过程的指导、协调、监督等工
作，推动工作落实。指挥部下设督查组、
政策组、宣传组、维稳组等四个工作组。
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切实做到任务、责任、
人员、速度、时限五到位，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形成一环扣一环、
一级抓一级的工作格局。

“9238”工程建设大誓师举行，掀起新一轮发展热潮

义桥“自选动作”为百姓办好22项民生工程

义桥镇老街区块改造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