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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件意见建议 心系发展情系民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决议
（2020年4月15日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两会两会··市民热议市民热议

热 议 记者 丁力 范方斌 丁毅 唐柯 见习记者 陈源 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杭
州市萧山区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
年4月12日至15日在萧山举行。

会议期间，中共杭州市委常委、萧山
区委书记佟桂莉，区委副书记、代区长章
登峰等党政领导出席大会，听取大会发
言，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们共商赶超跨
越发展之计，共谋民生福祉增进之策。
全体区政协委员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深厚的为民情怀、饱满的精神状态，紧扣
全区中心大局，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聚焦战疫情促发展“双线作
战”任务，奋发有为履行职责，通过审议
报告、提交提案、大会发言、联组讨论、小
组讨论等多种形式，深入协商讨论，积极
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会议开出了
高质量，开出了新气象，取得了丰硕成
果，是一次高举旗帜、民主团结、凝心聚
力、风清气正的大会。

委员们听取并讨论章登峰同志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报告总结工作客
观全面、实事求是，把握形势清醒深刻、
坚定自信，部署任务思路清晰、举措有
力；听取并讨论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其他报告，一致
表示赞同。会议讨论通过洪松法同志代
表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和俞志仁同志代
表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作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会
议经充分协商酝酿和民主选举，增补政
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副主席
1名、常务委员4名。

会议指出，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面对风险

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区委、区政府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度政治自觉，
团结带领全区干部群众，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勇担使命、
真抓实干，深度融入大杭州，主动接轨长
三角，全力聚焦推进亚运筹备、创新强
区、环境立区、民生保障、强基固本等重
点工作，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迎来显著变
化，取得可喜成绩，呈现稳中向好的高质
量发展态势。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承上启下之际，区委高瞻远瞩、审时度
势，作出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高
水平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的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吹
响了萧山奋力开创新时代赶超跨越发展
新局面的冲锋号。相信在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区上下勠力同心奋
勇拼搏下，萧山一定能圆满完成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萧山的明天一定
会更加美好。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区政协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中共萧山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团
结引领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新、担当有为，
坚定夯实思想根基，奋力助推改革发展，
用心增进民生福祉，从严加强自身建设，
圆满完成了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确定
的目标任务，交出了一份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的满意答卷，为萧山高质量打好“一
二八”组合拳、全面推进赶超跨越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广大政协委员危难时刻尽显担当，同全
区干部群众一道并肩作战、携手抗疫，积
极参与疫情防控，克服困难复工复产，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慷慨解囊志愿服务，用
行动诠释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使
命和情怀，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竭智尽力。

会议强调，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的深化之年，也是萧山
奋力开创新时代赶超跨越发展新局面的
关键之年。区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
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
及中央和省市区委政协工作会议要求，
按照中共萧山区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决策
部署，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
服务改革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履职
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中心环节，紧紧围绕区委“三个
年”活动和六大工作体系建设，更加突出
双向发力，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干出新时代萧山政协的新样子，谱写新时
代萧山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为萧山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
胜利，高质量打好“一二八”组合拳，高水
平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奋力开创新时代
赶超跨越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刘殿君

本报讯 区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期
间，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认
真落实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三
个年”活动和六大工作体系，聚焦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积极建言献策。

目前，大会秘书处提案工作组收到
以提案形式提出的意见建议302件，其
中以集体名义提出24件，委员联名提出
164件，委员个人提出114件。本次会议
提案内容丰富，涵盖广泛，质量普遍较
高，展现了委员们心系萧山发展、情系民
生福祉的履职热情，体现了政协委员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根据规定，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对收
到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初审。今年由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大会提案涉及公
共卫生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应对
疫情影响的内容较多，共有34件，占总
数的11.3%。从总体分类看，涉及助企
稳增，加快经济发展方面的有61件，占
总数的20.2％；涉及加大投入，推进城
市 建 设 方 面 的 有 62 件 ，占 总 数 的
20.5％；涉及环境保护，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的有22件，占总数的7.3％；涉及
品质提升，加强文化旅游建设方面的有
38件，占总数的12.6％；涉及民生普惠，
强化社会保障方面的有119件，占总数
的39.4％。

在助企稳增，加快经济发展方面，
收到的意见建议主要有“助力企业纾困
解难，谋求经济稳健发展，推进我区外
贸行业转型升级”等。在加大投入，推
进城市建设方面，收到的意见建议主要
有“提升城市公园绿化水平，建设高品

质现代化城区”等。在环境保护，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收到的意见建议主
要有“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助力美丽萧
山建设”等。在品质提升，加强文化旅
游建设方面，收到的意见建议主要有

“挖掘湘湖历史文化新内涵，打造世界
一流名湖”等。在民生普惠，强化社会
保障方面，收到的意见建议主要有“强
化基层公共卫生队伍建设，提升公共卫
生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等。

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将于大会闭幕后
召开立案审查会议，对收到的意见建议
进行复审，并向区政协常务委员会报告
立案审查情况。确定立案的，将送交区
委、区政府、钱塘新区管委会。不予立案
的，将作为委员来信转交有关部门办
理。提案委员会将与各承办单位密切配
合，加强联系和跟踪督办工作，以确保提
案及时办理。

画好“同心圆” 启航新征程
——区两会侧记（三）

关注萧山两会
关注“萧山发布”App
扫码了解最新会议消息

■首席记者 洪凯

花红柳绿春意浓。
昨日上午10时许，在萧山剧院的会

场内，红旗尽展，愈显庄重。363名政协
委员带着几天来讨论碰撞的成果，再次相
聚这里。

2020年的区政协会议，非同寻常。
这一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的深化之年，也是萧山奋力开创新时代赶
超跨越发展的关键之年。

在为期三天半的时间里，一场场讨
论、一次次诤言、一条条建议，汇聚全区各
界别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量，无不展现着
协商民主的生机与活力。

上午10时15分，大会闭幕式开始。
会场内气氛热烈，10面红旗分列主席台
两侧，象征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协
会徽高悬在主席台正中。会议提案和初
审情况报告、通过大会决议……一次次热
烈掌声响起。

11时05分许，雄壮的国歌唱响，区政
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正式闭幕。

肩负使命而来，满满收获而归。走出

会场的委员们，面带微笑、信心满怀。
14日，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裘斐鋆委

员站在大会的发言台前，面对台下的全体
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有关部门负责人，
就打造“城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坦诚建
言。之后，她就陆续接到了相关部门主动
邀她参与座谈、调研的电话。“这就是一名
政协委员的职责，今年我们还要为保护、
发掘萧山的历史文化遗存鼓与呼。”

“政协委员就是要敢于讲真话，建真
言。在疫情之下，我希望政府能够为广大
旅游、餐饮企业营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
帮助企业共克时艰。”特邀界章金顺委员
一如既往地说话“不绕弯弯”。

工商联界别黄善提委员心情激动，他
说：“政协委员的责任，不仅是开好这几天
的大会，更要将履职贯穿于365天，做一
个有定力、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政协
委员。”他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居家养
老功能区设计的提案，为独居、行动不便
的老人提供生活起居解决方案。他表示，
立足自己的本职，今年打算继续深入基
层，提出更多有质量的提案。

中午阳光明媚，门外的台阶上，委员
们挥手话别，带着新的使命、新的征程，不
忘初心、坚定前行，萧山从“新”出发！

■记者 黄婷

“5号线什么时候可以全线开通？”因
工作原因在上城区租房的萧山人严小姐
对5号线期盼已久，“5号线全线开通后，
我就可以直接从萧山乘坐地铁去上班，不
需要中转，而且又省了一笔租房开销。”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地铁以其运量大、速度快、准点率高成
为市民首选的出行方式。

尽早开通更多地铁线路，让出行多一
些选择，成为市民共同的期待。两会期
间，地铁5号线再一次成为百姓关注的热
点话题。

争取4月底实现全线通车

家住广德小区的钱先生一直关注着
地铁5号线育才北路站建设情况。“现在
经过工地时看到站点出入口已经搭好了，
想着不久以后就可以从家门口乘坐地铁
出行，去杭州更方便了，很是激动。”

作为我区即将运营的第三条地铁线，
地铁5号线起至绿汀路站，终于姑娘桥
站，全线设置38个站点，其中有13个换乘
站点，几乎可以和所有的杭州地铁线路实
现一站式换乘，被称为杭州地铁“换乘之
王”。其中，萧山境内设置8座车站：博奥
路站、金鸡路站、人民广场站（可换乘2号
线）、育才北路站、通惠中路站、火车南站
站、双桥站、姑娘桥站。

据市地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萧山
境内站点出入口已经建设完毕，所有站点
都在做最后的调试工作，为开通做准备。

“目前正在进行专家评审，待评审会后将

针对专家意见进行整改。我们在确保质
量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推进，争取于本月月
底实现全线通车。”

届时，5号线全线将实现一路贯通，将
萧山和滨江、上城、下城、西湖、拱墅、余杭
相连。如果说现有的地铁1号线、2号线
打通的是萧山与主城区纵向之间的联系，
那么5号线便是沟通东西的重要通道。

每节车厢可增容一二百名乘客

5号线线路长、换乘多，在加强各城
区之间联系的同时，大客流也会成为该
条地铁线的常态。“早晚高峰客流量大，
车厢是否会太过于拥挤？会不会加密班
次？”……也有市民担心5号线的载客量。

针对这一担心，市地铁集团作出了解
释：“为满足乘客乘坐需求，地铁5号线采
用AH型车，载客量提升10%，每节车厢
可增容100-200名乘客。”作为5号线首
通段先行体验者孟女士也表示，5号线带
给她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车厢更宽了，上下
班高峰期能容纳更多的乘客。

随着5号线即将全线开通，周边配套
公交出行也成为百姓关注的一大重点。

“有没有直达地铁站的公交线路，方便我
们直接换乘？”

记者随即连线区公交公司，了解相关
情况。“我们在相关道路已经设有公交站
点，但随着地铁5号线的全线开通，我们
也会对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补充完
善。”区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后续，
区交通运输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征集
市民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地铁公交接驳
基础设施建设。

地铁5号线何时全线开通？

委员们满怀豪情步出会场 记者 丁力 丁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