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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围宁围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杜科慧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

文明殡葬工作，5月 21日，区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文虎一行赴宁围街道

专题调研移风易俗文明殡葬工作。

街道相关领导陪同。

会上，赵文虎认真听取了宁围街

道移风易俗工作汇报，对街道移风易俗

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思路、推动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

解。赵文虎肯定了宁围街道的前期工

作，认为宁围街道整体思想上有重视，

宣传上有力度，移风易俗文明殡葬工作

初显成效。

对下一步工作，赵文虎提出，

一是要统一思想，对移风易俗工作

推进要有清醒的认识，这项工作是

中央省市、区委区政府关心的重要

工作，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民生

实事工作。要正视在推进移风易

俗文明殡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充

分利用好疫情特殊时期，把移风易

俗文明殡葬工作落实落地；二是要

下定决心，党员干部起好先锋带头

作用，以身作则，倡导文明治丧、节

俭办丧，做好长期努力，久久为功

的心理准备；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宣

传力度，充分利用报纸、微信、短信

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移风易俗新

规定，提高群众的知晓率，争取实

现人人知晓、社会共同参与，共同

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四是要完善

机制保障，根据街道特色充分发挥

基层自治力量，将移风易俗工作纳

入村社的村规民约，建立制约机

制；要畅通信息报送机制、互通告

知机制、联合整治机制、联动处理

机制等，真正把移风易俗文明殡葬

工作做细做实；五是要街道部门形

成合力，下定决定，统一思想，多管

齐下，扎实有效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文明殡葬工作；六是要不断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要坚持目标导向，结

合街道、村社区情况，探索行之有

效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

据了解，自 4 月 27 日全区移

风易俗推进工作会召开后，宁围

街道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切实抓

好文明殡葬各项工作，推出“唱念

牵做”四项工作法，成立联合工作

领导小组，抓住疫情防控期间要

求红事白事一律从简的契机，加

大力度在街道范围内推行移风易

俗、文明殡葬；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党员干部带

头推进文明殡葬作为重要抓手；

不断浓厚街道“移风易俗文明殡

葬”的氛围，以实干提速“移风易

俗文明殡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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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虎来宁围督查移风易俗文明殡葬工作

■通讯员 宁聚蓝

本报讯 5月

18日，市委常委、

区委书记佟桂莉

在调研重点总部

型企业时强调，

要抢抓机遇、干

字当头，不断提

高总部经济发展

质量，全力推动

二季度止降企稳

转正，奋力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

副区长倪世英参

加。

在结束对恒

逸 集 团 的 调 研

后，佟桂莉来到

万向集团，主持

召开座谈会，了

解企业当前生产

经营情况以及下

阶段发展思路，

并就区委区政府

如何支持企业更

好发展征求意见

建议。

佟桂莉指出，

面对疫情影响，万

向集团积极应对、

化危为机，不仅立

足当前，努力把失

去的时间夺回来，

把疫情造成的影

响降到最低；还着

眼长远，以总结反

思疫情中暴露出

的短板不足为契

机，深入谋划未来

发展路径，值得肯

定。当前，汽车零

部件行业正迎来

大变革时代，万向

作为该行业的领

军企业，要继续做

强主业，以更高站

位、更远眼光主动

思考谋划未来发

展，在行业迭代升

级激流中勇立潮

头。

在调研中，佟桂莉强调，当

前正处于扩大投资的政策红利

“窗口期”，把握机遇就能赢得

先机。政企要强化联动，抢抓

机遇、干字当头、协同发力，加

快推动既定项目“上马”，全力

拼抢二季度、加速三季度、决胜

四季度，确保经济指标半年转

正、全年增长，确保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全面完成。重点总部型

企业要牢牢扎根萧山，不断提

高总部经济发展质量，为非常

之时的萧山经济添柴助力，为

实现萧山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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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梦悦

本报讯“六一”国际儿童节前

夕，区、街领导亲切看望少年儿童和

教师，向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

贺，向教师们表示亲切问候。

5月 27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

章登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陆志

敏一行赴世纪实验小学进行走访

慰问，为孩子们送上礼物，并向全

区广大少年儿童和辛勤付出的教

师们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区政府办、区委组织部、区教育

局、区委老干部局、区妇联、区慈善总

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慰问。宁围街道

相关领导陪同。

刚抵达学校，孩子们为章登峰

一行系上鲜艳的红领巾，并邀请大

家参观学校庆“六一”儿童画展。

章登峰一行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

儿童画展和“世纪天籁之声”小歌

手海选现场，倾听了小画家的真诚

倡议，点赞了小歌手的嘹亮童声。

章登峰表示，世纪实验小学的办

学理念、办学思路、课程推进方式值得

肯定，特别是地下家长接送区的设置，

不仅解决了校门口交通拥堵问题，还

为学校创设特色化课程提供了场地。

章登峰强调，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

民族的希望。学校要关爱每一位儿童

的身心健康，为他们的终身成长、全面

发展奠定良好基础。要坚定儿童立

场，推进学校建设，丰富课程实施，把

学校办出特色、办成品牌，让每个儿童

健康快乐成长，阳光自信成才。

5月29日，姚鉴、郭益丰、来建来

等街道班子领导分多组走进宁围部

分小学和幼儿园开展慰问活动，为全

街道少年儿童送去节日最真挚的祝

福和问候，并向为宁围教育事业作出

积极贡献的全街道教职员工表示崇

高的敬意。

区街领导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

■记者 汪梦悦 实习生 吴玉美

本报讯 5月22日，宁围街道召

开“奋战二季度 对标抓落实”暨促

发展、优环境动员大会。会议强

调，经济发展、环境提升两项工作

是宁围街道新一轮赶超跨越发展

的关键所在，街道广大干部群众定

要以横下一条心，树立一盘棋的思

想，排除干扰、迎难而上、开拓创

新、扎实工作，以统筹推进经济稳

定发展与环境整治为突破口，打一

场经济发展和环境提升的攻坚战，

推动宁围工作新发展，展现宁围新

作为，作出宁围新贡献！

规上工业、服务业企业负责人，

各村社书记，有关企事业负责人，机

关全体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要困难面前，坚定信

心。宁围这片热土创造了无数的奇

迹，历练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

伍。要继续发扬开拓进取的新时代

精神，永争一流，百舸争流，奋起直

行，不惧艰难，勇立潮头；要认清形

势，直面挑战。在城市蝶变和转型

中，宁围面临着城市管理、经济发展

等挑战，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迎头

而上、滚石上山，努力书写宁围建设

与发展的新篇章。

会议要求，当前，宁围正处于新

旧动能的转换期、转型升级的爬坡

期、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加快统筹

推进经济发展和环境美丽提升两项

工作势在必行。作为亚运之城的宁

围能否担起窗口形象，关键看经济是

否繁荣，城市建设是否高品质，社会

治理是否高水准。因此，要扛起这份

责任与担当，这两项工作必须盯牢不

放、久久为功。

会议强调，一要拉高标杆抓落

实。切实围绕街道年初制定的“各项

工作位列全区第一方阵”目标，以勇

争第一的魄力大抓落实，以亚运标准

看待问题，使美丽宁围实至名归。二

要统筹协调抓落实。坚持部门牵头，

领导包干、上下联动的工作方针；要

加强沟通协调和信息交流，确定工作

重点，明确部门职责；要加强统筹力

度，整合资源，形成工作合力。三要

比学赶超抓落实。建立“月度通报，

季度比拼，年度总结”竞赛比拼机制，

围绕有效投资、工业提质增效、招商

引资三大指标进行“一促三比拼”；利

用督查结果“红黑榜”、微信公众号公

示等方式，形成“比学赶超”竞赛热

潮。四要驰而不息抓落实。以项目

化推进，确保工作任务落实到位；要

督查考核同步推进，实质实效，与干

部评价挂钩；要源头治理，一手抓新

项目招引、已招项目落地、落地项目

产出、存量项目提质等，一手抓社会

治理体系网格功能完善。

会上，还就街道统筹推进经济稳

定发展和“美丽宁围”创建暨“城市环

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百日集中

攻坚行动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布置。

宁围召开“奋战二季度 对标抓落实”
暨促发展、优环境动员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