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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婷通讯员沈国强邵福勤章茹江

本报讯 7月26日，瓜沥镇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听
取和审查瓜沥镇人民政府半年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瓜沥镇人民政府上半年财政
决算报告等。131名镇人大代表参加大
会，共商小城市发展。

上半年：小城市各项事业态势良好

今年上半年，瓜沥镇坚持“三大主线”，
推进“三化联动”，按照打造“体现世界名城
风貌的现代化国际城区”的要求，围绕打造

“国内一流现代化临空新城”目标，以第三
轮小城市培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
突出“大干快干2017”，以“铁军排头兵”之
姿，务实担当、砥砺前行，各项事业实现稳
中有序顺利推进，为促进瓜沥经济社会发

展走在全区最前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转型升级上，启动了第一批千企转

型升级项目118个，工业技改、机器换人、
节能降耗、电子商务、生产过程信息化应
用等项目全面铺开；积极开展通绿机械、
国金纺织等企业股改培育和万隆光电、航
民百泰、钱江电气等企业主板上市培育工
作。上半年，实现财政总收入13.27亿元，
同比增长36.62%；完成地方财政收入7.27
亿元，同比增长28.08%。

在城市建设上，机制改革进一步突
破，规划编制进一步完善，项目建设进一
步推动，招商引资进一步加快，构建了“1+
4+X”的四个平台社会治理体系架构，有
效提高小城市共管共治能力；32个政府投
资项目、47个企业投资项目基本实现与预
期目标同步；引进科技型企业15家，培育
区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3家，孵化产业化

项目1个。
在环境整治上，行业整治力度持续加

强，剿劣工作成效明显，治危拆违保持高
压态势，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上半
年，共办结各类环境投诉111件，拆除沿河
违建20.4万平方米，清淤50.5万立方米，
清排放口4850个，分别完成区下达任务的
140.69%、148.53%和 127.63%；辖区内
267处D级危房全部排危；拆除各类违建
36.7万平方米，完成年度目标的78.09%。

在社会管理上，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
大巡查、大整改。半年来，全镇安全生产
工作保持了“零伤亡”的最佳态势；抓好公
共卫生日常监管排查，巩固和加强“两非
及非法行医”、“活禽交易”两张监控网络；
同时，全力构建以家庭医生签约为基础的
分级诊疗模式，不断优化瓜沥教育软件和
硬件环境，全面深化“三优”促进工作，开

展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使民生服务得到不
断提质。

在政府自身建设上，全面深化简政放
权，不断强化民主施政，纵深推进法治建设，
持续推进政务公开。半年来，办事服务分中
心受理各类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14.05万
件，办结率99.17%；办理人大代表建议28
件，答复满意率100%；受理网络问政402
件，按时办结率100%；有序推进“民情双访”
活动，走访农户45012户，收集意见建议
10151条，实际问题解决率在85%以上。

下半年：助力小城市建设实现新高度

当前，瓜沥正面临着“后峰会、前亚
运”、浙江大湾区建设、杭州“跨江发展、拥
江发展”的绝佳时机，小城市培育和临空
经济两张金名片为瓜沥的华丽转身，提供
了最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国家级临

空经济示范区的一锤定音，杭中环、地铁
七号线提上日程，为瓜沥这颗萧东明珠的
崛起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如何将瓜沥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现代化
临空新城，瓜沥须着眼长远，把握当下。下
半年，全镇上下要严格以第三轮小城市培
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为统领，继续围绕镇
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
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及2017年全镇主要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
工作：突出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突出项目建设，促进城市融合发展；突出环
境整治，促进生态文明发展；突出民生普
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突出法治建设，促
进政府可持续发展，确保指标不降、力度不
减、工作不松，努力开创临空经济发展新局
面，打造小城市建设新高度。

会议选举沈旭霞为瓜沥镇副镇长。

▉记者周婷通讯员邵福勤

本报讯 为进一步展示小城市融合
发展的精神风范，彰显领先争先的铁军
排头兵风貌和大气开放的城市人文气
质，日前，瓜沥镇第四届运动会暨文化
艺术节正式启动。

瓜沥镇第四届运动会暨文化艺术
节，是瓜沥自“三镇合一”以来举办的第
一次文体盛会。本届运动会暨文化艺
术节将从8月下旬开始持续至11月下

旬。其中，运动会按照“竞技性和趣味
性，休闲性和健身性”相结合的理念，设
有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围
棋、中国象棋、拔河、集体跳长绳、飞镖等
十个项目；文化艺术节将以本土文化为
重点，集中展示具有鲜明瓜沥特色和烙
印的各类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包括开幕
式、省文化论坛、纪念任伯年先生艺术人
生系列活动、手绣花边、摄影大赛、彩虹
健康跑、闭幕式等十余项活动，为全镇人
民提供一道道精美的文化大餐。

▉通讯员邵福勤记者周婷

本报讯 7月28日，瓜沥镇召开镇
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来自全镇各基层
工会的132名工会代表参加大会。

大会听取和审议了镇总工会第三
届委员会题为《强基础重创新、挑大梁
当先锋，为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临空
新城而团结奋斗》工作报告和第三届经
费审查委员会经费审查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镇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经费审查
委员会，通过了大会决议。

过去三年，瓜沥镇总工会以服务
发展大局为首要任务，以维护职工权

益为履职重点，抓规范强基础，抓创
新促发展，不断探索工会工作新思
路，为推动全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连续二年被评为区

“六好”示范镇街工会。今后五年，瓜
沥镇总工会将进一步服务大局、创新
思路、增强政治性，在服务大局中建
功立业；增强先进性，在规范管理中
打造铁军；增强群众性，在服务职工
中凝心聚力，为把瓜沥打造国内一流
的现代化临空新城作出新的贡献、创
造新的业绩。

会上，吕意当选为瓜沥镇总工会主席，
并代表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作表态发言。

▉通讯员邵福勤记者周婷

本报讯 杭州帝凯工业布有限公司
今年10月底完成年产1.5万吨电浸胶帝
子布项目建设，同时力争在明年5月底
前全面完成投资1.31亿元的年产2万吨
尼龙66项目……7月20日，瓜沥镇举行
推进工业投资座谈会，来自辖区内30余
家重点骨干企业老总和政府职能部门
负责人齐聚一堂，谈问题、寻对策，共谋
瓜沥工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工业兴则瓜沥强。“瓜沥工业经济
要转型、提升和发展，关键是要抓工业
投资和项目推进，全镇各级要进一步振

奋精神，着力推进项目建设，做到难中
求进、难中求快、难中求好。”瓜沥镇党
委书记徐晓福在座谈会上一席话，吐露
了全镇上下的心声。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发展形势，瓜
沥作为全区工业大镇紧抓工业投入这
个“牛鼻子”，用心抓项目，用力抓建设，
用劲抓存量，截至6月底，全镇累计完
成工业投资3.36亿元，年初确定的44
个重点企业投资项目中，春元科纺、中
彩特纤等9个技改项目已完成，帝凯工
业布、友成机工等28个技改项目在建
在投，吉祥提花布、百事盛环保等7个
技改项目正准备实施。

▉记者周婷通讯员沈国强

本报讯 7月21日上午8时，位于
瓜沥镇塘上社区东升路179号1号楼、
2号楼、3号楼被顺利拆除。这块难啃

“硬骨头”的拿下，为瓜沥镇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又添一抹亮色。

据悉，此房屋为原杭州东升丝厂的
职工宿舍楼，三幢房屋均为三层，总建
筑面积约2400平方米，经专业第三方
鉴定机构检测，均属危房，存在极大安
全隐患，不符合居住条件。三幢危房的
拆除，标志着全镇范围内存在的267处
D级危房已全部排危。

今年以来，瓜沥镇铁拳出击，全面
铺开剿灭劣Ⅴ类水工作，高压推进治危
拆违，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
目前，全镇共办结卫浴行业各类环境投
诉111件，查处单位42家，处理突发事
件3起；拆除沿河违建20.4万平方米，清
淤50.5万立方米，清排放口4850个，分
别 完 成 区 下 达 任 务 的 140.69% 、
148.53%和 127.63%；拆除各类违建
36.7 万 平 方 米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的
78.09%；审批农民建房及危旧房改造
313户，有效遏制未批先建和超面积建
房情况18例；强势推进集镇主要道路专
项整治，拆除广告牌286处，面积2.3万
平方米；修缮美化人行道3公里；清运道
路两侧堆积物260处；查扣四小车124
辆；取缔无证摊贩118处；清理垃圾及各
类堆积杂物近800吨；“最清洁城乡工
程”季度考核保持前十的良好态势。

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 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临空新城

瓜沥召开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记者周婷通讯员沈国强

本报讯 7月28日，新加坡临空产业
企业考察团一行到瓜沥小城市考察投资
环境，就“瓜沥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临
空新城”这一定位，寻求进一步合作空间，
实现合作共赢。

考察团一行先后实地踏看了瓜沥七
彩小镇、文体中心、区办事服务中心瓜沥
分中心等项目，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瓜沥镇主要领导与
外商代表就各自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进
行了友好的洽谈。

经过一天的深入交流，考察团一行
对瓜沥的投资环境表现出深厚的兴趣，
认为当前瓜沥小城市已经迎来发展的黄
金时期，瓜沥以小城市为平台，致力于发
展临空经济的定位非常精准，未来潜力
巨大、前景可期、大有可为。活动最后，
七彩小镇（杭州）控股有限公司、盛裕七
彩小镇城镇开发管理（杭州）有限公司与
瓜沥镇再次“牵手”，现场签订了进一步
合作意向书。

▉记者 周婷 通讯员沈国强

本报讯 7月以来，区气象台已发布两
次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了应对高温天
的挑战，确保小城市安定有序，瓜沥镇展
开了夏季安全工作一系列行动。

7月23日，瓜沥镇组织消防、公安、城
建、城投、安监等部门到辖区内建筑工地、
天然气门站、煤气供应站等地，开展高温
天气安全生产检查。

炎炎烈日下，由瓜沥镇党委书记徐
晓福带队，10余名检查人员走进瓜沥镇
安置房二期工地、东恩村新农村天然气
施工现场、进化村浙江天然气公司门
站、瓜沥镇煤气供应站等多个场所开展
安全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一行都仔
细查看现场消防安全、生产安全情况，
并就相关问题询问了现场负责人。检
查发现，现场总体情况良好，被检查单
位大部分对安全生产比较重视，但也有

部分单位存在电线乱拉、消防设施摆放
不合理等情况。检查组要求，各单位要
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进一
步筑牢思想防线，针对夏季安全生产工
作的特点规律，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各项
责任；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切
实做好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小
城市社会大局稳定。检查组还叮嘱相
关企业，合理安排工作时间，注意防暑，
做到劳逸结合。

瓜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新加坡临空产业企业考察团考察瓜沥

瓜沥政企畅谈共话发展

瓜沥召开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瓜沥第四届运动会暨文化艺术节启幕

瓜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发力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