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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杭州市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自2020年1月18日起，搬迁至萧
山电信大楼3/4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535号）办公，原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应急管理局
2020年1月16日

杭州市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迁址公告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盛振刚

本报讯 每逢春节，不少市民都喜欢
燃放烟花爆竹辞旧迎新，但是，燃放烟花
爆竹会产生空气和噪声污染，而且存有严
重的安全隐患。日前，我区下发了《关于

2020年局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对2020年局部区
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事项进行了明确。

根据《通告》，2020年春节期间我区禁
止燃放的区域包括：一是主城区，即东至
京福线、新城路，南至南秀路、03省道（通
惠南路）、亚太路，西至风情大道，北至建
设四路(含市北区块)区域；二是钱江世纪
城和宁围街道区域；三是湘湖风景区建成
区、瓜沥镇和临浦镇集镇建成区；四是其
他区域包括国家机关办公场所，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保护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
筑保护范围，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单
位、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军事设施所在地，
山林等重点防火区，医疗机构、幼儿园、中
小学校、敬老院、宗教活动场所，输变电设
施安全保护区，车站、码头、飞机场等交通
枢纽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商品交易市
场、堆放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建筑工地和其
他不宜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春节期间的禁
放区域，首次明确延伸到瓜沥镇和临浦镇

集镇建成区。
相关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请自觉遵守相

关规定，不在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在燃
放时，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点燃的
烟花爆竹，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阳台燃放
或向外抛掷烟花爆竹，不得妨碍行人、车辆
安全通行，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应当由其
监护人或其他成年人陪同看护。

同时，相关部门鼓励市民积极举报非
法销售、储存和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可
拨打区公安分局举报电话：110；区应急管

理局举报电话：83862626；区城市管理局
举报电话：12345,区市场监管局举报电
话：12315，对举报查实的予以奖励。要特
别注意的是，我区也禁止携带烟花爆竹进
入车站、机场、地铁站等公共交通枢纽，过
年回家烟花爆竹这个“年货”带不得。

此外，连日来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区公
安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消防救援大队
等做好专项检查，对烟花爆竹专用储存仓
库、零售店等开展检查，把好“源头”关，确
保全区人民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

■记者蒋超通讯员王璐

“根据巡察情况，发现该局对系统内
干部监督管理不严格，干部职工违纪违法
现象时有发生，要求其加强作风建设，狠
抓规章制度落实……”近日，十五届区委
第十二轮巡察公布6家单位巡察反馈情
况，并就整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在“萧
然清风”微信公众号中，该条微信当天的
点击量就突破了4000。

今年以来，萧山区委巡察机构着力推
进区委重大决策部署，把焦点对准被巡察
党组织的政治责任，聚焦党员领导干部应
当肩负的政治职责，瞄着问题去、追着问
题走、盯着问题查，让问题见根见底。

强作风“民生小事”不放过

“说好的垃圾回收房会尽快投入使用，
为何迟迟不见动静？一直拖着让我们周围
的居民感到很不方便……”这是区委第四
巡察组在对某平台开展巡察的过程中，收

集到的问题线索。民生无小事，工作人员
随即通过查阅台账、约谈、走访等方式，发
现了部分工作人员在该平台9个公共厕所
及垃圾回收房项目上存在作风和效能问
题。调查核实后，区纪委向该平台党工委
出具了《监察建议书》，相关负责人被给予
责令检查、调离工作岗位的处理。

聚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让巡察更通民意、接地气，进一步增强
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目前，全
区已启动4轮34家单位的区级常规巡察和
1轮人防系统专项巡察，开展村社巡察149
家，期间个别谈话2813人、民主测评6604
人、接待来信来访来电444次，发现问题
1387个，追缴挽回经济损失7000.13万元。

重实效 成果运用再深化

在强化问题整改督查方面，区委四个
巡察组对12家单位巡察整改工作开展了
回访检查。回访检查发现，前期向各被巡
察单位反馈的338个问题中，已完成整改

318个，各被巡察单位建章立制170项。
与此同时，区委巡察机构向区委区政

府及有关部门提出涉及全区层面共性问
题的意见建议50条。发现牵头部门进度
缓慢的，就逐条进行催办。

抓创新 提质增效有亮点

在推进巡察创新方面，我区建立巡察
线索深挖快办“六项机制”，推动线索处置
提能升级；建立领导分级约谈制度，全面提
升巡察整改责任意识；建立完善部门协作
机制，有力强化巡察监督和业务监督合力。

今年以来，区领导针对区委第九、第十
轮巡察发现的国有资产管理不严、班子不团
结、基层组织建设涣散等突出问题，分别约
谈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真正达到了红脸出
汗的效果，有力推动了巡察整改落实，也在
全区各级各部门中形成震慑效应。

春节烟花爆竹禁放区域首次延至瓜沥临浦

黄燕飞：铭记初心 为民谋福

代表委员风采

■首席记者龚洁
实习生魏乐钇通讯员汪洁涤

她，是教育的“园丁”，驻足讲台，播撒
智慧的种子，以教育事业为己任，诲人不
倦；同时，她也是一位人大代表，铭记选举
初衷，一心为民谋福利。她就是区人大代
表、戴村镇中心小学教师黄燕飞。

黄燕飞，土生土长的戴村人，从教20
余年的她拥有丰富教学经验，青春岁月大
多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工作日的她，是一
名普通的班主任，到了周末，她是学校每
一份整洁档案的幕后整理者。这么多年
来，黄燕飞几乎没有过过一个完整的周
末，但她乐此不疲。

从三尺讲台到日常生活，黄燕飞扮演
的角色不断转变。在上课时，她是老师，
但在课后，她更像是一位“母亲”。班中小
沈的妈妈自他出生后就因病去世了，这个
孩子开学后就引起黄燕飞的注意。在深
入了解情况后，黄燕飞作出了一个决定，
要给这个孩子更多的爱。就这样，放学
后，除了双胞胎女儿，小沈也跟着她一起
回家，和女儿一起做作业、一起吃饭，让小
沈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母爱”。

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黄燕飞也摸
索出了一套“黄式”教学法。在班级管理
中，她建立奖励制度，鼓励学生发展自身

优势，培养正确的学习习惯，“一个月内我
要了解清楚班里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她
总是积极主动与家长沟通，密切关注孩子
的点滴成长。

作为人大代表，黄燕飞关注的范围不
仅在校园，还有涉及群众利益的诸多问
题。2019年，她调查研究，实地走访了戴
村范围内的课后补习机构，掌握了一手资
料后，提出了《规范农村补习班的建议》，
对农村现阶段教育事业的薄弱点建言献
策。人大代表的点点履职，让黄燕飞感触
颇多，“每次会议我都会提前准备，脑子、
纸、笔三者缺一不可。”每一份建议，都是
她对民生民情的重视，也是代表为民履职
的真实记录。

“人大代表就要为人民群众说话。”黄
燕飞将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时刻提醒
自己。对于新一年人代会，她也有了目
标，准备围绕“乡村公交的实时监控准点
性”这件出行“小事”做好调查研究。

■首席记者 洪凯

在农业开发、农产品流通领域，政协
委员朱约瑟是个行家里手。高中毕业后，
他就开始自己打拼，做过木工，卖过鱼虾
……积攒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后，毅然投身
于农业产业，一干就是几十年。

他于2009年成立了杭州百乡缘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农业

技术研发和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配
送、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于一体的现
代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

做企业如做人，朱约瑟一直信守这原
则。低调不张扬的他，时刻不忘反哺社
会、关注民生、热心公益，而政协委员这一
角色正好给他提供了绝佳的履职平台。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2017年
的萧山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朱约瑟提交的第一份提案就是《关于建设
完善农产品市场准入体系的建议》，从农产
品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市场准入的现状和
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思路和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不断兴起的大环境下，网络新零售正在重
构传统的商业模式。市场嗅觉灵敏的朱
约瑟早在2011年就开始酝酿实施新的农
产品销售模式，将基地的蔬菜自产自销，
进行网上配送。之后，又开设了区内首家
生鲜无人售货便利店，通过与之配套的微

信小程序，使以生鲜产品为主的日用品消
费，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销售，为萧山发
展新零售提供了示范和样板。

对于自己在新零售领域探索积累的
经验，朱约瑟毫无保留，执笔撰写了《关于
创新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建议》的提案，从
农产品直销模式、供销网络平台建设、人
才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经验分享。

随着东西协作和从江、利川对口扶贫工
作不断深入，热心公益的朱约瑟主动承担起
一名政协委员的社会责任，不惜来回奔波几
千公里，把成吨的从江农土特产，引入萧山
市场，帮助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朱约瑟说：“当选为政协委员，我觉得
很荣幸，将一如既往地为家乡经济社会发
展建真言、履好职，为百姓群众代好言、做
实事。”

朱约瑟：田园织锦绣 履职作奉献

当好尖兵站好哨 巡察“利剑”护民心

“全面从严”这一年

■通讯员徐永春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近日，我区130多名归国留
学人员及家属代表欢聚一堂，参加区留
联会组织的“与你同行 畅想2020”迎新
春联谊活动。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童一
峰出席活动。

晚会在20名新会员代表的开场秀中
拉开帷幕，一个个精心准备的节目既有
刻苦钻研、独立自主国外求学生涯的展
示，也有浓浓爱国主义、爱国情怀的展
现，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

声。会员黄烨琳、朱梓媛分别代表新老
会员，分享了加入留联会的收获与成长，
并为大家送上新春祝福。

据悉，区留联会成立于2002年4月
21日，是杭州地区首批“4A级”社团组
织，目前共有会员近200人，主要成员为
归国留学人员及部分海外留学人员家
属。自成立以来，区留联会努力搭建区
委区政府与海内外留学人员及家属之间
的桥梁，做好沟通海内外的联络员、传递
萧山政策的宣传员、出国留学的指导员、
创业创新的辅导员。

■首席记者洪凯

本报讯 昨日，我区召开文物工作
及春节旅游安全会议，部署文物及春节
假期文化旅游安全工作。副区长罗林
锋出席会议，区级相关部门、镇街、重点
旅游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文物
保护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做好文物
保护体系建设及合理开发利用，使保护
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进
一步提升萧山的文化影响力。

临近年关，假期为我区旅游市场带
来旺盛的人气和热度，同时也对我区的
道路交通、景区承载力、综合服务保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议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关
键环节、重点岗位进一步落实安全防控
措施，确保假期旅游安全、有序、文明、
圆满；要合力推进旅游安全保障工作，
引导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安全意识和文
明素质，同时加强假日期间的值班值
守，确保相关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有
效解决。

区留联会举行迎新春联谊活动

我区召开文物工作及春节旅游安全会议

■记者王俞楠

2018年8月，雨后的萧山街头，一位
老人将手中的水杯和矿泉水瓶放在路边
的监控箱边上，然后颤颤巍巍地弯下腰，
拾起了堵塞在下水口的树叶，这成为了
夏日里最动人的一幕。这一幕的主人公
便是今年已84岁的老党员，陈阿毛。

对很多人而言，把手伸进路面上的
积水中，捡起堵在下水口的树叶，似乎
是一件不太会发生的事情，但对陈大伯
而言却是“日常”。

退休后，老年大学是陈大伯的“打
卡点”，每天只要有空就要和“老伙伴
们”一起聚聚。人民路与萧然东路交叉
口路段，就成为了陈大伯的必经之路。
而从老年大学到萧然东路口这段路，下
水口有18个。一到雨天，每个下水口都
是陈大伯的关注对象。陈大伯的老伴
金香凤说，20多年前，一家人从河上镇
搬到了城厢街道东阳桥社区，从那个时
候起，但凡碰到路面有积水了，陈大伯
总会弯腰捡起树叶树枝，这个举动已经
成为他的习惯。

成为“习惯”与“日常”的，还不只这
一件事。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日常
生活中，陈大伯总会顺手将邻居家放在
楼道里的垃圾带下去；捡到皮夹找不到
失主时，他会着急地来到社区，请求工
作人员帮忙；窨井盖堵住了，他也会及
时反映给社区……这样浸润在日常生

活的善举，成为了下一代的“榜样”，陈
大伯的小女儿也成为了各种公益活动
的“常客”。

“我做的事情很简单，都是一些小
事。”陈大伯告诉记者，在自己那个年
代，小时候常常吃不上饭，不像现在，祖
国越来越强大，萧山越来越美，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好。“现在国家政策好，年
纪大了生活上遇到困难，政府和社区都
在帮助关心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也要
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如今陈大伯被大家称赞为“最美弯
腰”大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级
媒体都做了报道。但这一切对陈大伯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仍旧一心一意地
坚持做好那些造福大家的“小事”。

美德标兵

“最美弯腰”大伯陈阿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