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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偏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17℃～18℃，明晨最低气温5℃～6℃。

今日视点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春节临近，安全生产更不容
懈怠。连日来，区领导带队分六路开展节
前安全生产大检查，确保全区人民过一个
温馨、祥和、平安的春节。

区领导王敏、顾春晓、施利君带领区相
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检查
组首先来到高运莱茵传奇小区，实地走访
了小区的消控室、出租屋以及电瓶车充电
等区域，检查了小区消防设备，详细询问小
区住户情况、节日期间值班情况以及应急
预防措施。王敏要求，要做好假日期间的
安全工作，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加大检查力
度。随后检查组实地检查了南阳油库，走

访了消控室，详细了解油库运行工作机制，
并询问假日期间人员值班情况，区领导要
求，要强化节日期间消防安全设施设备的
检查力度，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操作，做好值
班人员和工作人员管理工作，确保节日期
间不发生任何安全隐患事故，让全区群众
度过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区领导裘超、赵文虎、董祥富、魏大庆
一行，先后来到区电力调度大楼、移动涝
湖基站、区第三自来水厂检查安全生产情
况。每到一处，区领导都详细了解各单位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消防
安全管理、应急管理、值班管理等情况。
裘超指出，春节即将来临，安全生产压力
加大，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重于

泰山意识，落实责任，细化分工，认真抓好
每个环节的安全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范
措施，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确保
生产安全和人员安全。

区领导洪松法、吴炜炜、顾大飞一行来
到宁围街道集镇一体化安置小区工地、萧
山长途汽车总站、地铁5号线育才路工地等
处，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建设工地，洪松
法向仍坚守在岗位的工作人员表示慰问，
要求施工单位加强隐患排查，落实安全生
产责任制。在萧山长途汽车总站，洪松法
要求，时刻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
路上安全无事故。在中油高盛液化气出租
车加气站，洪松法叮嘱企业负责人要牢牢
把好储存、运输等每一道安全关口。

区领导赵立明、童一峰、沃岳兴、方军
一行，先后来到浦阳江治理二期工程、林
道建设义桥段和湘湖地铁站，检查安全生
产情况。每到一处，区领导都仔细检查安
保设施设备是否到位、人员值班情况等，
详细了解了节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
情况。赵立明要求，节日期间各地要把安
全第一放在首位，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地铁
站，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常抓不懈，确保平
安过节。

区领导叶建宏、杨晓峰、黄晓燕一行
先后来到萧山区公共卫生中心、湘湖颐养
中心、萧山少体校、萧山区第十高级中学
以及戚家池教堂进行检查。每到一处区
领导都仔细检查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消防

通道是否畅通，并仔细询问安全演练、突
发应急预案等情况。区领导要求，一定要
加强安全管理，提高安全演练的频率和效
果，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立即整改，将安
全工作落到实处。

区领导李忠誉、李金达、罗林锋、姜国
法带领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行先后来到
了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杭州罗邦
速递有限公司、市心路大润发店展开安全
生产检查。每到一处检查组都对安全通
道、生产设备进行了检查，并了解了假日
期间人员值班情况。区领导要求，要紧绷
安全生产这根弦，工作人员要履行好职
责，时刻加强隐患排查力度，杜绝安全事
故发生。

萧山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因春节假期，本报出版时间有调整，2
月15日、16日正常出报，2月17日至2月
21日新闻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进行
发布。春节期间，萧山日报微信公众号、
萧山日报官方微博、无线萧山APP、萧山

手机报等实时推送新闻，第一时间提供信
息服务。祝大家新春快乐！

萧山日报编辑部
2018年2月14日

广大市民朋友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春节即将
来临。为倡导文明过节、弘扬传统美德，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
实助推新时代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我们
向您作如下倡议：

一、推动移风易俗，过一个节俭年。
摈弃陈规陋习，做到不大操大办、不铺张
浪费、不封建迷信、不沉迷赌博。积极参
与“文明餐桌”行动，做到不剩菜、不剩饭，
珍惜粮食、节俭惜福。

二、弘扬传统美德，过一个文化年。
弘扬孝老爱亲、敦亲睦邻、崇德向善等中
华传统美德，积极参加“我们的节日·春
节”等主题文化活动，通过参加贴春联、猜
灯谜、搡年糕等民风民俗活动感受传统文
化的润心力量。

三、树立时代新风，过一个文明年。
爱护城市环境，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放规
定，积极参加各类“清洁大行动”，共建洁
美家园。要遵守公共秩序，注意言行举

止，争做“文明有礼萧山人”。
四、倡导文明出行，过一个平安年。

自觉遵守交规，践行文明礼让，做到不变
道加塞，不乱闯红灯，不车窗抛物，不乱穿
马路，不随意停车，不疲劳驾驶。树立“文
明共享”理念，做到共享单车文明骑行。

五、传承家风家训，过一个和美年。
要积极建设文明家庭，主动开展传家风、
立家训、讲家规等活动。要孝老爱亲，多
关心关爱陪护长辈。父母要多陪伴子女，
多交流交心，引导子女积极参加社会公
益、诵读经典、“小手拉大手”等教育实践
活动，共建和美家庭。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风骨，更应成为每
个市民的共同遵循。市民朋友们，让我们
携起手来，过好“我们的节日·春节”，使文
明走进我们的节日，融入我们的生活，扮
靓我们的城市。

最后衷心祝广大市民朋友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萧山区文明办
2018年2月12日

■首席记者周喆通讯员张铮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2017
年度达标乡镇名单，我区闻堰、戴村、河
上、衙前、党湾、益农、宁围7个镇街顺利
通过“大考”，河上镇更是获评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行动省级样板，成为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样板镇街。至此，我区
超额完成6个镇街通过考核验收的年度
目标任务，小城镇实现美丽“变身”。

2017年是我区全面推进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第一年。以规划设计为
龙头引领，各整治镇街统筹推进卫生乡

镇创建、“道乱占”治理、“车乱开”治理、
“线乱拉”治理、“低小散”治理等专项工
作，全方位提升小城镇颜值。根据整治
工作推进情况，我区在闻堰、戴村、河
上、衙前、党湾、益农6个原计划达标镇
街的基础上，在要求第二、三批次达标
镇街中择优选取宁围街道参加2017年
考核验收，更好地展示我区小城镇新面
貌。此外，去年，我区共开工404个整治
项 目 ，竣 工 241 个 ，完 成 投 资 额
80.17%，超额完成“整治项目总体形象
进度达到30%以上”的年度任务目标。

经过小城镇整治，7个通过考核验收
的镇街，展现出了不同的风情。宁围的
现代化新城、闻堰的老街江景、戴村的青
山秀水、河上的古镇风貌、衙前的官河风
韵、党湾的沙地风情、益农的围垦印象，
小城镇的风情越来越浓郁。特别是河上

镇，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与当地自然
风光、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等很好地结合
起来，在集镇改造中，本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对老街进行了改造升级，打造出一片
古色古香的美丽区域，不仅有效提升了
集镇面貌、改善了居住环境，也为河上发
展旅游业增添了新景观。

小城镇蝶变记还在续写。今年，我
区紧盯省市考核目标，要求剩余10个镇
街（进化、楼塔、浦阳、新街、临浦、靖江、
南阳、所前、义桥、瓜沥）完成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工作，并分两批通过省级考
核验收。区小城镇办积极对接整治镇
街，推广整治经验，确保如期完成年度
目标。通过实施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提升环境质量，
优化管理水平，让小城镇绽放不一样的
美丽。 （相关报道详见5版）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昨日，区政府、区政协举行
一年一度的“两政”联席会议，协商对接
今年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进一步增进共
识、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区政府、区政
协领导王敏、洪松法、顾春晓、何波、吴
炜炜、杨晓峰、方军、孙洲、俞志仁、顾大
飞、姜国法、黄晓燕、施利君，区政协秘
书长沈亦飞等参加会议。

会上，顾春晓、俞志仁分别代表区
政府、区政协就今年重点工作安排情况
作了通报介绍，“两政”领导面对面交
流，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协商讨论。今年，我区将以“干好一
三五，备战亚运会”为工作重心，奋力谱
写新时代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新篇
章。为此，区政府将重点抓好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提升城
市发展格局、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切实

增进民生福祉、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等六
个方面的工作。区政协也将紧紧围绕
全区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

“12588”交通道路建设重点项目、乡村
振兴战略、厕所革命、高层建筑消防安
全、垃圾分类、职业教育发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等60余项议题，开展形式多样
的协商议政、监督建言活动，积极助推
萧山改革发展。

区长王敏对区政协一直以来关心
支持政府工作表示感谢。他说，过去一
年来，区政协和广大委员与党委政府一
道，思想上同频共振，行动上并肩作战，
在围绕中心、助推发展、凝聚共识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充分彰显了政协的担
当和风采。王敏就备战亚运会、加快产
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的思路进行了介绍，
并希望区政协今后能一如既往地支持
政府工作，特别是在加快城市发展、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民生保障等方
面，切实履职尽责，积极建言献策。区
政府将继续加强“两政”之间的沟通对
接，自觉接受民主监督，认真办理委员
提案，积极吸纳协商建议，为政协履行
职能、发挥作用提供有力保障，努力集
各界之力，把萧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区政协主席洪松法感谢区政府对政
协工作的重视支持。他表示，区政协将
坚定维护领导核心，坚决向区委区政府
看齐，倍加珍惜“党委重视、政府支持、社
会关注、政协主动”的履职环境。将履职
尽责助发展，坚持以大局为重，发挥好协
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
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为萧
山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多
谋管用之招。将扩大团结聚合力，努力
把党委政府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思
想共识和自觉行动，为建设新时代现代
化国际城区凝聚起磅礴力量。

区政府区政协举行联席会议

协商民主聚共识“两政”携手促发展

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验收“成绩单”发布

我区7个镇街通过“大考”河上获评省级样板

“文明同携手幸福过春节”倡议书

告知

为保障进口年宵花消费安全，萧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日加强监管检查，对种
植地进行隔离期间疫情监测。此外，该局还指导企业建立种苗进口、种植、加工等全
过程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完善溯源机制。 通讯员沈悦 万志伟 记者 郭立宏 摄

进口年宵花监管加强

■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昨天下
午，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敏代表区四套班
子，带着全区人民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
了杭州警备区官兵，并开展交流座谈，共
叙鱼水深情，共谋军民融合发展。区委常
委、人武部政委冯筱筠陪同慰问。

交流座谈会上，王敏介绍了萧山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他说，2017年，萧山各项
经济指标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其中GDP
同比增长8.5%，财政总收入增长19%，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10.7%，农民人均收入继
续保持全省第一，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当
前的萧山面临着“后峰会、前亚运”历史机
遇，浙江“大湾区”建设和杭州“拥江发展”
战略机遇，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
革和临空经济、金融港湾等产业振兴机
遇，正奔跑在加速前进的最佳跑道上。

王敏感谢警备区广大官兵过去一年
对萧山各项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希望

在新的一年中继续关心和支持萧山发展，
进一步密切联系、强化沟通、加强指导、团
结发展，巩固好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助
推萧山在新时期再创辉煌。与此同时，萧
山区委区政府也将继续努力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为部队建设发展提供更好服
务、创造更优环境。

杭州警备区司令员任明龙对王敏一
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萧山经济社
会发展表示高度赞扬。他说，G20峰会
后，萧山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出蓬勃发
展态势，发展领跑，改革领潮，创新领头，
民生领先，不仅在经济、民生、社会各领域
取得不俗成绩，人武工作更是亮点纷呈，
省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成功获批，军队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顺利完成，在军民融合
发展方面走在各县（市、区）前列。警备区
官兵将继续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拥护
地方各项事业发展，努力为萧山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

王敏走访慰问杭州警备区官兵

晚7点30分CCTV3 不见不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