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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红山推主题活动

所前擂响“三亮三比”战鼓

《航民村志》首发仪式举行

小城镇环境整治进行时

在楼塔镇老街上，83岁的楼四
海老人将一条20多年前他和伙伴
们亲手制作的40米“滚龙”进行展
示，让大家了解楼塔的滚龙文化。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王新江 徐权 摄

“滚龙”现老街

本报综合消息 连日来，杭州市“三
改一拆”办组织杭州市“无违建”验收组
先后对我区新街、衙前、蜀山、宁围、戴
村等5个镇街“无违建”创建工作进行验
收。

市验收组分别听取了5个镇新“无
违建”创建工作情况汇报，检查了台账
资料，并分组进行实地踏看，现场反馈
情况良好。同时，市验收组一行还对5
个镇街下一步创建工作提出了相关意
见建议。

据了解，新街街道自2013年启动
“三改一拆”工作以来，至今累计拆除各
类违法建筑5487处，拆除面积达148.6
万余平方米，其中今年半年时间内累计
拆除违建30多万平方米，圆满完成年度
任务。衙前镇围绕“基本无违建镇”创

建工作进行全力攻坚，今年共拆除违建
13.8万平方米，利用拆后零星土地启动
建设13处镇村停车场、覆绿约5万平方
米。蜀山街道自2014年以来，连续5年
超额完成区下达目标任务数，累计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2102处，面积近100万平
方米，其中累计拆违面积23万余平方
米，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27%。宁围
街道在2017年成功创建“基本无违建”
街道的基础上，今年新完成拆违面积
49.1万平方米，拆后利用面积31.79万平
方米，拆后利用率达99.7%，拆违控违取
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戴村镇自2013
年启动“三改一拆”工作以来，累计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4949处、共计82.83万余
平方米，其中今年已累计拆违面积18.8
万平方米，完成全年任务数的156%。

五镇街“无违建”创建接受市级验收

百村行2018119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朱林

本报讯 时值改革开放 40周年之
际，红山农场开展了多题材多形式的纪
念活动，展示改革开放40年巨大变迁，
展现红山人的奋斗精神。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山农场作为全
省率先实现小康水平的一家乡级农业
单位，被称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在中国
农村的一个典型。为此，为了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红山农场今年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农场团委结合五四青年节开

展“看长辈走过的路”主题教育活动，内
容包括红山改革开放老照片展示、青年
朗读寄语、少先队员参观农场文史馆、K
歌比赛等，让青少年领悟改革开放对家
乡发展的深远影响。红山文化广播站拍
摄了电视专题片《改革开放催生红山羽
化蝶变》，在农场召开的大会上及各社区
播放，集中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红山农
场经济、社会、民生、环境等方面的巨大
进步。农场党委还举办“重温改革路，聚
力新时代”知识竞赛，来自农场企业、社
区、直属单位等16支代表队共48名党群

组织骨干参加竞赛，激发党员干部的工
作热情。同舟社区红文社会工作室与红
山学校联合组织百余名学生，开展“参观
红山文史馆”“听萧山围垦史讲座”“老知
青说红山故事”“到企业接受创业史教
育”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感恩社会、胸
怀大志、珍惜当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用功读书。

红山农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
列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农场干部群众斗
志。大家表示，要立足新时代，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张帆

进化镇欢潭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
中，岳园的地位十分突出，整个欢潭最负
盛名的景点——欢潭就在这里。不久
前，岳园强电上改下顺利完成，为后续的
工程扫清了障碍。欢潭村党委书记田立
伟说：“这要给临时党支部记一功。”

原来，岳园在改扩建过程中，从拆辅
房到电路上改下，经历了一番曲折。田
立伟说，当初拆迁，可费了好大力气。电
路上改下也是如此，其中涉及许多单位，
光靠一回两回说不清楚办不成事，工程
进度因此一再受阻。欢潭临时党支部就
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今年9月底，欢潭美丽乡村示范村创

建指挥部临时党支部正式成立，除了镇
村两级干部外，还吸纳了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和监理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加入临时
党支部。临时党支部每周召开一至两次
工作例会和党员大会，分析存在的问题，
共商推进举措，切实发挥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在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中的主力军
作用，激励党员的战斗热情。

临时党支部成立后，党支部成员下
沉到一线做工作、当表率，效果很快就显
现了出来，欢潭樟园、里外门前塘的建设
得以加快推进。

特别是岳园，是由原欢潭公园旧址
改扩建，设计总占地面积 16028 平方
米。按照改建方案，新的岳园将恢复部
分历史原貌，其中对市文保点旧址部分

做提升处理，并以岳飞为主题元素，新建
岳飞武魂墙、“五义”廊、“五义”桥，以及
新建下湖桥、临水游步道、观景平台等，
布置本土特色绿化，力争打造欢潭入村
特色门户。如今的岳园已初见雏形。

“推动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深度融
合，这是临时党支部成立的意义所在。”
田立伟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整合创建
指挥部、欢潭村、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力量，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共同推进欢潭美丽乡村示范村
的创建。

本报讯 从11月中旬起，所前镇党
委书记李书春及班子领导成员一直奔
波在路上，从杭州西湖区、余杭区，到邻
近的嘉善县大云镇、诸暨市枫桥镇，以
及长三角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学习先进
理念，交流发展经验，收获了满满的“干
货”。

各路考察分队陆续回到“大本营”
后，所前镇一场名为“三亮三比”即“亮
思路、亮举措、亮特色、比境界、比作为、
比担当”擂台活动敲响战鼓。作为召集
人，李书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调动
各级干部积极性，把各地先进做法加以
吸收，为所前争当南片八镇的龙头之
一，实现跨越发展指明方向。

在所前未来发展的大讨论中，有干
部说，所前最大的优势是山水资源，要
积极利用好杭州生态园、蓝海小镇等地
块，积极引进健康养老、现代农业等产
业，为推动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支撑。有
人建议，要以“12588工程”、张家畈互通
连接线等大交通为纽带，利用好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和里士湖亮点打造提升
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打响所前优势生态
旅游资源金名片。还有人希望，所前要
继续将环境综合整治向纵深推进，开展
美丽城镇建设，让所前的山、水、湖、路
变为一道道美丽风景线，成为吸引人才
和企业入驻的“加分项”……

所前将“山水所前，宜居新城”作为
未来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明
显、山水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的优
势，为企业发展和百姓生活提供强有力
的资金和队伍支持。眼下，所前以数字
经济发展为突破口之一，提振城镇经济
发展信心。“我们已聚焦园区发展，通过
全面排摸，形成了具体可行方案，争取
先行抓好一个工业园区提升试点，为所
前经济发展提档升级加快脚步。”李书
春自信满满地说。

（王慧青 袁园）

“给临时党支部记一功”

本报讯 6日，瓜沥镇航民村举行
《航民村志》首发仪式。志书历时9年修
编完成，全书总17编，194万余字，是浙
江省已出版的村志中体量最大的一部，
也是瓜沥镇第一部村志。村志中的一
组组数据，一张张表格、一幅幅照片，

“述说”了航民村从贫困落后的小村，迈
向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奋斗足迹。

村志分上下两册，并同步发行《珍
贵的足迹 永恒的记忆——党和国家领
导人、省部级领导视察及外宾参访航民
村图集》，从纵向维度和横向维度，依次

对航民村建村以来的村域、自然环境、
人口、政治、农业、经济、文化和社会等
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社会发展进行了
全景式记录，是一部内容翔实完整、资
料全面系统，具有一定“存史、资政、育
人”价值的优秀文献资料。

“我们希望通过村志的发行，继往
开来，继续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激
励广大干部、村民、职工奋发图强，砥砺
前行，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走共同富
裕道路，为航民村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实
践中再创新的辉煌。”航民村、航民集团
负责人朱重庆表示。 (周婷 沈国强)

靖江以实效助精神障碍患者

本报讯 日前，靖江街道残联、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部门联合举办精
神障碍患者家属培训班。各村（社区）
残疾人联络员和16个村（社区）的患者
家属代表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精神障碍疾病
常见表现、早期表现，一般治疗手段和
在家如何有效地帮助规律服药、避免危
险性行为发生，家属常见的误区、注意

事项以及政府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服
务政策等内容展开。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培
训班的目的，是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让早期发病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
治；让已在治疗的患者能够足量、规律
治疗，减少复发；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早
日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朱凤娇 洪凯)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楼铧伟

本报讯 近日，瓜沥镇创建“国家卫
生镇”，顺利通过杭州市爱卫会组织的市
级评估审核，获得省级考核“入场券”。
至此，今年我区12个创“国卫”镇街已全
部通过杭州市爱卫会组织的评估审核，
全面完成年初既定目标任务。

瓜沥镇把创建“国家卫生镇”与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以镇带村创建
为抓手，在全镇上下营造良好创“国卫”
氛围，形成创“国卫”合力，使镇、村卫生
面貌不断改善。如今，在瓜沥镇街头，环
境整洁优美，道路交通井然有序；在东灵
江边，景观改造后，河道两岸的绿树红花
衬着清水碧波，秀丽宜人，成为老百姓闲
暇时散步休憩的好去处。

瓜沥镇只是我区创建“国家卫生镇”

的一个缩影。今年我区共有12个省级
卫生镇作为“国家卫生镇”创建对象，随
着瓜沥镇通过市级评估审核，标志着全
区12个创“国卫”镇街全部通过杭州市
爱卫会组织的评估审核。

通过创建“国家卫生镇”工作，12个
镇街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
事、实事，提升幸福感。浦阳镇将原先
的几个垃圾场改造成为几处便民停车
场；湘湖（闻堰）对建成区主要道路沿线
的临街店面实行全面整治，环境面貌大
为改观；党湾镇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
治，老百姓的环境卫生意识进一步增
强。

我区创建“省卫生镇”工作也实现了
新突破。目前，楼塔镇、所前镇创建“省
卫生镇”已通过省级暗访，已进入到公示
阶段。楼塔镇围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积极做好迎接浙江省文明区复评工
作，进一步加大创建浙江省卫生镇宣传
力度，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文明劝导活动，
让孩子们引导家长并带动周边群众共同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助力“创卫”工作。
所前镇则通过每月固定党日活动，开展

“我是党员我先行”卫生大扫除活动，为
所前“创卫”工作添一份力。

区爱卫办负责人表示，卫生镇创建，
特别是国家卫生镇创建是一个地方软实
力的综合体现,是一项民心工程，对改善
城乡环境面貌、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打造“美丽萧山”和“健康
萧山”具有重大意义。希望各镇街认真
查漏补缺，不断完善相关工作，认真做好
下一阶段的迎检考核工作，为老百姓创
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创“国卫” 我区12镇街通过市级评估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