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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简讯■通讯员 来静怡 记者 龚洁

本报讯 益农水系发达，河网密布，河
道里程约120公里，且百姓多沿河而居，
水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百姓生活品质
的高低。面对百姓“水更清”的愿景，益农
一直坚持有违必拆、有污必治、有劣必除，
坚决打一场漂亮的剿劣战。

河道清障在行动

日前，益农再次集中力量，以辖区主
要河道及其周边区域为重点，开展了包括
河道清障、河岸清理、沉船打捞、打击电捕
鱼等一场场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

河道里，各类人为搭设的障碍物不但
限制了水生物的生存空间，还大大影响了
河流的畅通，降低了河道的防汛能力。在
日常河道保洁中，益农切实履行起清障工
作，对各类河道障碍物坚决做到发现一处
清理一处，清理一处销毁一处，并形成了
常态化管理。自益农持续开展河道清障
行动以来，累计清理地笼、跃进斗、网箱等
各类河道障碍物千余处。

此外，一些“僵尸船”也长期停靠占
用了河道。这些船只有的破旧不堪、沉

在水中；有的被“栓”在河边，长期弃之不
用。“僵尸船”容易滋生水草、积聚淤泥，
使水质变差，大大降低了河水的“颜”与

“质”。近期，通过各村排摸属地范围内
的无证船只和沉船，益农对主要河道内
的“僵尸船”开展了一次大排摸、大清
理。有主船由船主自行打捞处置，无主
船则在统一汇总后，由镇相关职能部门
集中清理。随着河里的“陈垢”被一一清
除，障碍少了，一条条畅通无阻的河道成
了会“呼吸”的河。

电捕鱼是一种毁灭性的、极具危险性
的捕鱼方法，极大地破坏了河道生态环
境，严重威胁河道水质。为坚决打击电捕
鱼行为，益农完善巡查和奖励机制，组织
人员成立专门的巡逻队伍，在辖区内展开
行动，强力打击各类电捕鱼行为。为从源
头遏制此类行为，职能部门联合渔政对渔
具店进行了专项检查，禁止各类非法捕鱼
装备的出售。截至目前，益农已查获非法
电捕鱼3起，其中两起已由相关部门予以
严肃处理。

岸上整治持续推进

问题在水中，根子在岸上。今年以

来，益农以“铁的决心”，以“不拆不撤，不
清不停”的坚定信念，在多轮沿河拆违中，
啃下了多个“硬骨头”，拆出益农的新速
度、新力度，为河道两岸的景观建设腾出
了空间。随着卫浴行业整治提升工作不
断推进，“低小散”企业在整治中也不断淘
汰、转型、提升。岸上的污染源没了，水也
越发清澈了。

河水的颜值得以保持，不仅靠治理，
更靠长效监管。为持续推进水岸同治，益
农镇综合执法督查队伍对河道两岸环境
情况不定时开展专项督查，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以抄告单对标销号的形式，下发到
各相关职能部门与行政村，并要求规定时
间限期整改。督查内容涵盖河道及两岸
存在的各类环境乱象，做到环境问题“一
网打尽”。同时，督查与整改情况还关系
到每月考核，倒逼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
自11月份以来，已累计下发整改问题104
个，并将在整治情况反馈后持续跟踪，确
保乱象不回潮、不反弹。

“一水护田将绿绕”是田园间最美的
风景。随着益农治水工作推向纵深，“水
清、流畅、岸绿、景美”的“梦里水乡”已初
见雏形。

河变清岸变靓 益农一水护田将绿绕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11月9日，义桥镇组织人员
对浙东引水工程河道内的无证船只进行
了专项整治，这是义桥镇开展河道水岸环
境大整治的行动之一。

在整治中，工作人员对发现的无证船
只打捞上岸，并警告相关无证捕鱼人员，
再次发现船只下水将一律收缴。一上午
时间，共清理上岸无证船只32只。

根据前期摸底调查，义桥镇河道共排

查出43只无证渔船，这些船只分散停靠在
内河道边，不仅影响河道环境美观，还存在
着安全和污染方面的隐患。义桥镇相关工
作人员与这些船只的所有人进行联系，限
期自行清理到位，对逾期未清理的或无主
船，将组织力量强制拆解、拖离。

清除辖区内河无证船只，是义桥镇开
展河道水岸环境大整治的行动之一。为
确保全镇“五水共治”和剿劣成果，连日
来，义桥镇联合多部门对辖区内所有河
道、池塘、水库、沟渠等水体的脏乱差现象

进行了清理，重点整治河道（水体）内的漂
浮物、地笼、渔箔、竹桩，河道两岸50米范
围内家禽养殖棚、堆积物和构筑物。截至
目前，全镇共收缴地笼379只、渔网68张、
跃进斗43个，清除家禽养殖棚20处，竹桩
70个，泥坝19处。此外，义桥镇还联合派
出所和渔政等部门，查处违法捕鱼案件2
起，设网捕鱼68起。

接下来义桥镇将进一步落实专门人
员，继续开展河道两岸环境检查，做到及时
清理，确保河道两岸可视范围内整洁美观。

清理无证船只 义桥继续推进水岸环境大整治

近日，党湾镇举行挑花边活动,各村（社区）妇代会主任、文化干部、宣传文化员及村代表共
60余人参加，传承萧山花边的手工技艺，弘扬勤诚精神。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王啸虎 摄传承花边技艺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昨日，楼塔镇召开残疾人联
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积极探索多层次、
多形式的扶助方式，加大对残疾人的扶助
力度，为残疾人排忧解难。

楼塔镇共有持证残疾人1013人，近
年来，楼塔镇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
残疾人服务”和围绕“关注残疾人工作，保
障残疾人生活”这一主题，广泛有效地开
展就业、培训、教育、救助、康复等工作，并
开展了一系列“扶贫助残”、“一帮一”结对
等活动，动员社会以“帮、包、带、扶”等形
式扶助贫困残疾人，促进了全镇残疾人事
业的新发展。

据统计，全镇有449名残疾人享受了
低保家庭或残保的待遇，所有残疾人享
受了津贴补助，为428名重度残疾人办理
了护理补贴，为541名农村低收入及重度
残疾人提供了生活补贴；全镇还有11户
低保及残保残疾人家庭得到了每户1万
元的危房补助；得到政府就学补助的残
疾人和残疾人家庭子女有123人次，有
401名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每人每
例补助1500元；对59名创业残疾人进行
贷款贴息补助；对249名残疾人自谋职
业、灵活就业购买养老保险全额或差额
补助。

与此同时，该镇还投资137万元创建
了“仁爱家园”，总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60名精神智力残疾人开展工
疗活动。还分别开展了残疾人的假肢安
装、精神残疾人的住院治疗、脑瘫儿童康
复治疗训练、一户多残等各项扶助救助，
安置残疾人就业157人。五年来，全镇残
疾人的各项补助资金达到3159万元。

楼塔镇还广泛开展残疾人文化活动，
先后组织开展残疾人书法比赛，举办了残
疾人趣味运动会，丰富了广大残疾人业余
文化生活。还利用“全国助残日”“国际残
疾人日”等重大节日和春节前后，到残疾
人家中进行走访慰问，送去党和政府的温
暖。五年来，累计走访慰问残疾人困难家
庭1655多户，送去慰问品、慰问金102万
余元。

楼塔多层次多形式加大残疾人扶助力度

本报讯 近日，区“基本无违建镇”考
核验收组一行十余人来到戴村镇考核验
收“基本无违建镇”创建情况，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该镇“无违建”创建工作汇报。

截至今年10月，戴村累计拆除各
类违法建筑70.82万平方米，环境面貌
明显改善，整体风貌有效提升。考核组
检查了台账资料和防违控违信息系统
平台，并抽查相关村，进行实地检查。

通过检查了解，考核组充分肯定了
戴村镇的创建工作，对该镇180余本台
账资料表示高度认可。今年以来,戴村

镇通过持续开展“两路两侧”、“四边三
化”、“剿劣拆违”、违建出租房整治等一
系列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不断挖掘旧住
宅区、旧厂区和城中村改造潜力，拆改用
并举，使城镇面貌和群众居住环境得到
很大改善。不断探索对拆后土地进行合
理高效利用，特别对拆后土地进行“一村
一景”建设的做法得到区里高度肯定。
但存量违建还需进一步规范处置等问
题，需要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区验
收组表示，希望戴村继续完善，最终顺利
通过省级验收。 （沈镇 项亚琼）

戴村迎来区级“基本无违建镇”考核组验收

本报讯 近日，瓜沥镇组织召开全
镇村（社）组工干部十九大精神学习暨工
作部署会议，具体部署基层党建阵地标
准化建设相关工作，全力促使基层党建

“一村（社）一品”工作向纵深推进。
会上，来自区委组织部的领导应邀

为全镇村（社）组工干部开展业务培训。
讲座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一
主题，从基层党建工作认识、基层党建工
作实务、新党章内容等方面，为全镇村

（社）组工干部进行了系统业务培训。
会前，该镇还组织全体组工干部参

观了信源村的党建阵地标准化建设。信
源村的党建阵地建设较为规范，公开内
容全面，资料更新灵活，有较大面积的党
建文化墙，包括党章、党的历程、“两学一
做”、党风廉政建设、党员应知应会等内
容，是全镇各村社学习的模板。在前不
久的全区“三务”公开栏检查中，信源村
被通报表扬。 （邵福勤 周婷）

瓜沥纵深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本报讯 近日，河上镇组织召开“无
违建镇街”创建迎检动员大会，对创建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镇机关干
部，各村书记、主任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按《萧山区“无违建”创
建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年）》文件
精神，河上镇是首批创建单位，必须于
年底前成功创建为“无违建镇街”。

会议要求，重点区域、重点类型存量

违建务必全部处置到位。各村要做好拆
后建筑垃圾清运工作，确保拆后土地利
用有亮点、有特色；要进一步规范农民建
房管理，结合“六到场”监管，抓紧落实农
民建房方案审批、挂牌施工等制度；要进
一步加强巡查监管，建立健全创建长效
机制；要对照考核验收标准，查漏补缺，
做好各项迎检工作，确保成功创建“无违
建镇街”。 （王军良 杨圆圆）

河上召开无违建创建迎检动员会

本报讯 日前，“欢庆十九大，法律
你我他”专场演出在浦阳镇谢家村大
广场激情上演，为前来观看的百名群众
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同时蕴含法制意
义的欢乐盛宴。

演出共8个节目，有法制小品、经
典京剧名段、绍兴莲花落等，多样的表
演形式和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赢得了

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其中，著名表演
艺术家翁仁康的精彩表演和小品《社区
风波》尤为受欢迎。

本次文艺演出还穿插了法制知识
有奖竞答环节，寓教于乐，不仅丰富了
村民的文化生活，还让村民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增强了法制意识和法治观念。

（黄俊男 吴洁 杨圆圆）

浦阳举办“欢庆十九大，法律你我他”专场演出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总工会组织
举办砌墙技能比武。来自宝盛、万汇等
建筑企业和镇中、幸福等村的16名选
手参加了角逐。

比武现场，人头攒动，热火朝天。随
着一记响亮的开赛哨响，砖刀“霍霍”生
风，建筑工人时而弯腰取砖，时而抹灰扶
正……一连串砌墙动作一气呵成，让人
目不暇接。按照规则，选手们要在90分
钟内用400块红砖砌一面“L”型短墙。

通过角逐，经专家评委对墙面的垂
直度、表面平整度、灰缝平直度和砌墙
用时等12个方面的综合评定，国杰建
设王会华夺得一等奖，宝盛建设张金明
等5名选手分别夺得二、三等奖。

据了解，该镇举办砌墙技术比武，目
的是传承“工匠精神”，弘扬鲁班文化，努
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建筑工人队伍，为
党湾打造建筑特色小镇、打响“建筑名
镇”品牌夯实基础。 （王啸虎 童志辉）

本报讯 11月9日，区文联“笔墨写
初心”贯彻十九大精神文艺服务活动走
进临浦。14位本地杰出书画家来到临
浦，为临浦镇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们书写党的十九大学习体会和有关
励志格言。

书画家们从近年来临浦的发展变
化中感受到了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
的活力，并从中获得灵感，融入创作

中。区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笔
墨写初心”活动第一站走进临浦，也正
是因为临浦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是一
座充满活力的小城市。

现场，书画家们铺开笔墨纸砚，泼
墨挥毫进行书画创作。两个多小时的
活动，近百幅字画，被临浦党代表、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们悉数收藏。（沈艳露
缪妙）

区文联“笔墨写初心”贯彻十九大活动进临浦

党湾举行砌墙技能比武

本报讯 为增进邻里情感，日前，位
于所前的杭州生态园第二届邻居节在
小区内热闹举行。近300位业主聚在
一起，共享周末美好时光。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双扣大赛、全
民K歌等互动比赛在邻居间热闹开展，
风信子（栽种）、美食烧烤展台前挤满了
人。在邻里团圆家宴后，业主中的文艺
骨干们通过自导自演的精彩表演为邻
居节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大餐”，节目包

括太极拳、越剧、时装秀等，引得现场邻
居掌声阵阵。

生态园第一届业主委员会主任表
示，通过举办邻居节，希望更多的邻居
朋友走出家门，结识新邻，联络旧友，消
除彼此间的疏离感。

今年的邻居节较去年节目更丰富，
参与的人数也更多。据了解，每到中秋
节、端午节等节庆日，生态园均会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 （王慧青 袁园）

杭州生态园举办第二届邻居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