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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法》、《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区人大代表辞职的暂
行规定》和戴凯明的辞职请求，杭州市

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接受戴凯明辞
去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备案。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戴凯明辞去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定
（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和方顺才同志的
辞职请求，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
接受方顺才辞去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职务，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备案。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方顺才辞去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

（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
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杭州市萧山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决定：王玉瑊副检察长代理杭
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王玉瑊副检察长代理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
（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为更准确地体现区人大常委会教科
文卫工作委员会的职能，杭州市萧山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决定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室
（工作委员会）更名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和民族宗教侨务工作室（工作委员会）。

关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教科文卫工作室（工作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17年7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一）
决定任命：

孙 洲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

（二）
任命：

王玉瑊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副检
察长。
免去：

王振平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员职务。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听取了区
财政局局长何兴良受区人民政府委托
所作的《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16年财
政决算草案及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会议对2016年
全区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情况
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决定批准2016年
财政总决算和区级财政决算。

会议要求，下半年，区政府财税部
门要积极把控宏观经济形势，加强部
门分工协作和收入预测分析，推进税
收管理网络化，努力完成全年预算目

标；围绕经济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主动落实各项清费减负政策，
着力推进扶持资金市场化运作，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涵养地方税源；坚持“保
基本、兜底线”原则，优化支出结构，突
出民生重点，加快实现同城同待遇；认
真落实财政审批联席会议制度，强化
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确保预算资
金规范使用；探索创新政府投融资模
式，强化重点工程资金保障，积极争取
债务置换额度，降低政府债务成本；以
稳定体制预期和事权财权相对等原
则，尽快出台平台、镇街财政结算办法。

关于批准杭州市萧山区2016年财政总决算
和区级财政决算的决定

（2017年７月28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本报讯 实现职工入会率98.62%，
38家企业成功创建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举行技能比武40余场，不断创建市、区
级先进职工之家……7月25日，义桥镇
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回顾五年
来工作成就，提出下个任期目标任务，打
造工会铁军队伍，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五方协调机制

据悉，义桥镇目前共有工会组织
139家，覆盖全镇23个村（社区）和687
家企业，共有职工28758人，会员28361
人，职工入会率达到98.62%。

五年来，该镇突出工会维权职能，切
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建立五方协调机

制，组织镇总工会、镇劳动管理站、基层工
会、企业、职工联合参与，提高纠纷化解能
力。共调处各类纠纷352件，涉及职工
617人、金额1453万元，调处成功率达到
100%。38家企业成功创建为和谐劳动
关系企业。镇总工会联合走访慰问困难
职工750余人次，累计发放困难救助资金
112.5万元。积极开展“医疗互助”活动，
年平均参缴2400人，享受相关补助180
余人。

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义桥镇广泛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引
导广大职工积极弘扬“工匠精神”，立足
岗位创新成才，共组织叉车工、电焊工、
模具工、酒店餐饮等技能比武40余场，
累计参加职工900余人次。

镇总工会在各基层企业广泛开展
“合理化建议”征集活动，各基层工会共
提出建议785条，采纳452条，累计创造
经济效益240多万元。共开展课题调研
12次，提交对策建议68条。

先进不断涌现

义桥镇五年来共创建市级先进职工
之家5家、区级先进职工之家10家。多
次被评为杭州市镇（街）工会规范化建设
先进单位，连续四年被评为萧山区“六好”
示范镇街工会。其中，装饰布行业工资集
体协商被评为杭州市工资集体协商示范
单位，代表杭州市参加省总工会协商工作
并作经验交流。杭州太虚湖假日酒店中
餐厅等3个团队被授予市级、区级工人先
锋号，5人被评为萧山区劳动模范。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兴江

本报讯 从7月中旬以来，楼塔镇岩
山村分管治保工作的村委委员楼承策就
特别忙碌。他不仅要按照上级要求，每
天傍晚7时前布置好两个自然村至少30
多名村民开展治安巡逻，还要求巡逻人
员重点对辖区内的超市、饮食点、溪流边
进行巡查，开展有关消防安全、治安安全
宣传和检查，教育未成年人不要长时间
玩水等等。据楼承策介绍，到9月中旬

止，每天都要组织村民开展巡逻，全村
700余家基本每家每户都要出人。

记者了解到，楼塔镇在开展“平安楼
塔”创建中，深化和完善“平安网格”，继续
全面开展夏季社会治安“户户大巡防”工
作，不仅让平安创建工作“人人知晓、户户
参与”，并把“户户大巡防”工作与当前开展
的消防整治、安全生产等结合起来，实现了

“户户大巡防”与社会成效“双赢”目标。
对此，楼塔镇建立了由镇至村、组、

户的“平安工作”网络，按照村（社区）辖

区地段划分平安巡逻区块，由联村干部、
联村民警、各村（社区）全体三委班子成
员、网格长带队，户代表群众参与，身穿
反光马甲，佩戴“治安巡逻”红袖章，手执
电声小喇叭在本村的居民居住点、企业、
治安复杂场所、主要道路、游泳场所等进
行巡逻和宣讲，以提高村民的安全防范
意识，遏制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目前，全镇已参与“户户大巡防”活动的
农户已达3600多人次，有力地实现了山
镇的社会稳定。

楼塔开展“户户大巡防”活动 保平安有实效

义桥：打造一支优秀工会铁军队伍

前段时间，炎热少雨。从早晨4点钟起，所前镇联谊村杨树下自然村机埠机声隆隆，白花花的
清水流入一条200米长的水渠道，为该村100多户村民解决农作物抗旱用水。 摄联会 傅灿良 摄抽水机 抗旱忙

■记者 贺一萍

“你也是来学太极拳的？”一名60多
岁的大伯在训练室看到记者有些惊讶，

“社区专门给我们弄个地方学太极拳，真
是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这是城厢
街道俊良社区专门面向老年人开设的公
益太极拳培训班，首期学员20名。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养生文化，俊
良社区开起了太极拳培训班。教学的主
要内容是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从5月
11日开始，定于每周四下午1点半开课，
授课的陆老师是杨氏太极拳第六代传人，
她也是该社区的居民。俊良社区书记张
小琴介绍说，社区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居民
的文体活动，为了满足更多居民对太极拳
学习的需求，最初的报名条件只对年龄和
健康状况作了要求，并未对是否有太极拳

基础设置门槛，所以第一期学员基本都是
零基础的居民。“我身体不太好，就想学太
极拳锻炼锻炼，社区开班我就来了。”何阿
姨说道，“社区给我们提供这个场地，陆老
师教得很有耐心，真是很感谢他们。”

每节课陆老师都会教授了大家一些
基本动作，别看这些动作简单，要做标准
还不是这么容易的事。“身体后坐，丁步抱
球……转腰搭腕，翻掌提脚……”陆老师
耐心地指导每一名学员，并且一遍遍不厌
其烦地示范。“大家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
有的站都站不稳，练了两个月，跟着音乐
打起来已经有点样子了。”陆老师说，“对
老年人来说，有些动作做不标准没关系，
现在练太极拳就是为了让身体得到舒展，
更柔软一些。”由于天气炎热，再上两节
课，太极拳班就要暂停了，待9月再开
启。学员们纷纷表示，一定会巩固练习，

“每天早上我们几个就会在花园里练习，
动作肯定忘不了的。”学员夏志根说。

俊良社区算得上是城里的“老”社区
了，老年人自然也多。截至目前，60-79
岁老人有905人，80-89岁的有174人，
90岁以上的有16人，占了社区总人口的
20%。作为社区里住家时间最长的人群，
社区在做好老年服务上花了不少心思。
2010年，开出我区第一个老人食堂“爱心
阳光餐厅”为老人提供午餐，还会举办腊
八、立夏、重阳等活动，发放时令点心，或
邀请老人一起制作传统糕点。社区“爱
心”系列的特色品牌，还有“爱心百宝箱”、
党员爱心服务工作室、爱心超市、爱心手
工花坊……一个个都深得居民喜爱。

俊良社区：太极拳培训班 服务“银发族”

本报讯 日前，浦阳镇第十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来
自全镇各条战线上的代表齐聚一堂，凝心
聚智，共谋发展。

大会听取并审议了《镇政府上半年工
作报告》《2016年财政决算及2017年上半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浦阳镇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情况的说明》，通过
大会选举办法，选举新任副镇长。

据悉，今年以来，浦阳镇上下以“实现
美丽浦阳全新跨越”为总目标，紧紧围绕

“绿色产业、金色田野、秀色桃源”三色主
题打造，各项工作实现平稳均衡发展。下
半年，浦阳镇将继续围绕“发展优先、环境
优先、平安优先”三大主题，按照镇“两会”
提出的奋斗目标，加快“四个整体打造”，
加强“四个推动”，真抓实干，将会议精神
转化为务实行动。（黄俊男 吴洁 童志辉）

浦阳召开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本报讯 7月29日，钱江世纪城总工
会成立暨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大
会选举产生了钱江世纪城总工会第一届
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和经费审查委
员会委员、主任。

大会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钱江世

纪城工会组织将以打造“萧山转型升级、
创新驱动的样板”为目标，提升职工素质，
树立服务发展意识；强化组织建设，打造
优秀工会队伍；维护职工权益，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使工会组织真正为凝聚会员职
工、推动经济发展助力。 （蒋超 廖伟）

钱江世纪城总工会正式成立

■通讯员 王啸虎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为全镇18个
村（社区）微型消防站集中授牌，从而实
现了微型消防站全覆盖。

“建立村级微型消防站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就近就便快速扑灭初期火灾，有
效防止火灾事故的蔓延和扩大，保障各
村、社区消防安全。”党湾镇消安办工作
人员陈君介绍说。

今年3月，该镇以庆丰村为试点，镇
村共同投资1.7万多元，购置了电动微型

消防车、灭火器、消防员灭火防护服等设
施和器材，招聘对辖区情况熟悉的本村
村民担任兼职消防员，经过培训和演练
掌握了灭火技能。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庆丰村率先建立了微型消防站，在此基
础上在全镇进行了推广。

“微型消防站建立以来，我们已出动
10多次，主要是村民焚烧农作物秸秆、
垃圾引起的火险，我们都能在3分钟内
赶到现场，及时扑灭！”兼任庆丰村微型
消防站站长的村干部陆建庆说，微型消
防站除了灭火，还在其他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近期高温干旱，村里种植的
绿化需要浇水，队员们开着微型消防车
天天出动，接上水泵、水带，洒水护绿，美
化村庄。前段时间，微型消防车参与村
里小微水体的清淤工作，为剿灭劣Ⅴ类
水加油助力。

据了解，村级微型消防站的职责包括
扑救初期火灾、日常巡查检查、组织人员
疏散、消防宣传培训等。目前，该镇正在
抓紧开展消防队员的培训和实战演练等
工作，提升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为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党湾实现村级微型消防站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