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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决定免去：
陈文良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副区长职务。

（二）

任命：
应 俊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
徐妙华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北干街道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董国明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宁围街道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三）

免去：

盛学锋的杭州市萧山区监察委
员会委员职务。

（四）

免去：
施金良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钟建夫的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定于2021年2月24日
在萧山剧院召开。建议会议的主要议
程是：

一、听取和审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批准杭州市萧山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三、审查、批准杭州市萧山区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及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

四、审查杭州市萧山区2020年全区
和区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21年全区和
区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杭州市萧山
区2020年区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21年区级预算。

五、听取和审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七、听取和审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

八、选举。
九、票决2021年度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并对2020年度杭
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完成
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

十、其他。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共有代表388名，杭州市萧山
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代表为380名。此后，杭州市萧山
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工
作需要调离本行政区域2名（顾春
晓、贺长江）；因工作岗位变动辞去代
表职务15名（夏利明、黄路加、王润
东、金宝荣、吴远东、杨 国、徐晓福、
毛夏云、沈德潮、吕吉良、王建校、楼
铭、高 良、胡国荣、施金良），因个人
原因辞去代表职务1名（王仁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和《浙江省县、乡两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根据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变动情况，近
期在临浦镇第五大选区、瓜沥镇第
八选区、衙前镇第一选区、临浦镇
第六大选区、楼塔镇第五大选区、
楼塔镇第四大选区、义桥镇第四大
选区、义桥镇第三大选区、浦阳镇
综合片大选区、进化镇第七大选
区、所前镇第一大选区、瓜沥镇第
十四选区、益农镇第六大选区、党
湾镇第二大选区、宁围街道第七大
选区、蜀山街道第五选区选举陈龙
宁、吴炜炜、何 敏、倪国平、袁勇刚、
来惠民、莫勤恒、蔡 雁、章 菲、鲍

宋、刘稼英、党 庆、於东明、孙行军、
姚 鉴、楼海锋等16位同志为杭州
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同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杭
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确认补选的
代表资格有效。

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实有代表378名，缺额10名。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1年2月9日杭州市萧山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增补朱建兴、毛夏云、
颜泽平、傅浩军、屠友祥、华小平、葛仲欢、周海
祥、朱君丽、王鑫、周明茶、周益峰、高良、张丹同
志为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委员。
同意王肖伟、邢光宇、李峰、王建明、夏国良、任张
标、来惠民、屠杭钢、郭建达、王国伟、周志军、柳
玉华、王晓川同志辞去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
区委员会委员。

政协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政
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
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
2月23日在萧山剧院召开。

政协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
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
萧山区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委员会
关于调整部分委员的决定

（2021年2月9日政协第十四届杭州市萧山区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高洁

本报讯 近日，萧山五水共治工作又
传来好消息，我区荣获2020年度全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考核优秀县（市、
区）的称号。

萧山行政区域面积大，城乡结构较
为明显。由于民营经济发达，外来人口
较多且主要集中在村镇区域，给乡村人
居环境整治带来较大压力。近年来，我
区全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完成15
个镇街230个行政村的治理工作，建设
农污处理终端1204个，提升改造农污处
理终端 904 个，受益农户数约 8.66 万
户。2020年，我区更是以“零直排村”建
设试点为抓手，促进农污治理品质提升，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走进党湾镇裕民村，村口主路旁的
公园在冬日里依然生机勃勃，亭台、石椅
分布在绿草树木间，时不时有老人、孩子
来这里散步。其实这里并不是一个普通
的农村公园，里面更是藏着“污水处理”

的奥秘——村庄“零直排”农污终端。“在
农污设施改造中发现，裕民村其中一个
农污终端旁边恰好是一个小公园，我们
就进行了景观的配套设计。”党湾镇农办
工作人员表示，以前这个地方环境乱、灯
光暗，无人问津，如今不仅水质变好了，
还有了灯光、游步道，成为村民们青睐的
休闲场所。公园内还引进了中水回流系
统，处理后达标的尾水经雾化喷水装置
自动浇灌园中的花草，回收利用，两全其
美，真正实现了污水零直排。

像这样将农污设施与景观相结合的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终端池，已经成为了
萧山农村里的一道风景。

我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充分发
挥地理条件和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分类
治理。如义桥镇富春村，该村充分考虑一
级饮用水源保护地的客观因素，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进行建设，将原先5个治理
终端进行管网联通改造，整合升级成1个
治理终端综合治污，并在治理终端建设净
水公园，提升处理水质的同时，实现了污

水处理与美丽风景的深入融合。
在农污终端改造中，还注重治污模

式的创新，实现多赢。通过全面提升终
端设施的治污标准，全面推行生物治理
法，在条件允许的村庄建设净水公园，将
治污设施融入景观水系，并增设共享洗
涤房、自动灌溉系统、公共厕所等配套设
施，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同时，建
立可视化远程集中监控平台，对站点进
出口水质、运行工况、视频图像等数据进
行远程集中监控和智能报警，提高异常
突发事故的处理效率，加强资源共享和
各方联动。

萧山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抓手，实
现“污水靠蒸发”到“清水绕人家”的华丽
转身，为乡村洁美环境奠定强有力基石。

春节将至，楼塔镇大同二
村的青少年志愿者，不畏寒风
走家串户，将《民法典》宣传折
页送到百姓家中，面对面介绍
重点法条、防疫知识、交通安
全等内容。

通讯员 章美萍 首席记者
唐柯摄

送“法”入村

萧山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省夺“优”

我区烟花爆竹禁售禁燃范围进一步扩大

喜迎新春 萧山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随着春节脚步临近，萧山各
地积极做好走访慰问、生产安全检查、防
疫应急演练等工作，确保大家过上一个喜
庆欢乐平安的春节。

新街：扮靓集镇迎新年

“如今集镇干净整洁，道路畅通有序，
我们有空便出来散散步。”在新街中心公
园内，一位居民正欣赏着眼前的新春灯笼
墙。近几日，集镇街头、公园内大红灯笼
高高挂起，街道呈现出浓浓的新春气息。

这背后，是新街城建办、农业办、区域
发展办、公共服务办等条线部门配合，联
合城管、交警、保洁等力量，开展联合行
动，打好环境整治组合拳，深化集镇范围
内洁化、序化、美化工作。比如持续整治
道路沿线乱停车现象，处罚违停车辆、劝
导违法电动车，保障道路有序；对集镇区
域主要道路逐一清洗，保证道路干干净净
迎新春；加强河道保洁和两侧垃圾清理，
确保河道及周边整洁、亮丽。

义桥：开展消防安全系列行动

连日来，义桥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消
防安全系列行动，包括沿街店面、企业消
防安全“回头看”行动、“零点夜查”高层建
筑与电动自行车消防除患行动、“义桥留
你过大年”出租房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孤
寡老人“敲门守护”行动。

开展沿街店面、企业消防安全“回头
看”行动，截至目前，已排查店铺670家，
清理违规住人3处，涉及整改隐患183家；
排查企业102家，涉及整改隐患76家；3
家单位因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被立案查
处。开展“义桥留你过大年”出租房消防安
全专项行动，已走访检查出租房483家，整
改问题50多处。此外，义桥镇联合区消防
大队，组织各村社网格员、青年干部对全
镇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开展“敲门守
护”行动。截至目前，已走访老人168人。

所前：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为扎实做好全镇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
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连日来，所前
对全镇重点企业、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此次检查共分7个组，由镇班子
领导带队，通过听取汇报、查阅台账、现场
踏看等方式进行，重点对各单位安全制度
落实情况，生产现场规范情况，防护措施落
实情况，春节期间值班值守情况等进行检
查，要求各单位加快安全隐患整改，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牢牢绷紧假期安全生产
弦，确保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南阳：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

近日，南阳街道开展春节前走访慰问
活动，分组走访慰问南阳辖区内困难家
庭，为他们送上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
让困难群众过上一个幸福、欢乐的春节。

“家人身体都好吧？”“生活上哪里还
有困难？”“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就和组织、
政府反映。”每到一户，慰问组成员都与他
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困难群众的家庭情
况、身体状况以及生活工作现状。为他们
送上慰问品以及新春祝福的同时，鼓励他
们一定要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自强自
立，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积极乐观面对生
活，为更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此次春节前的走访慰问暖心活动，再
一次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让困难群众
深深感受到社会大家庭对他们的关爱。

益农：开展“学子家乡行”活动

近日，益农“家燕归巢·学子家乡行”
活动火热开展，通过组织返乡大学生参观
农贸市场、学工路南伸、南沙公园、益农大
道西伸等项目现场，让他们实地感受家乡
建设新变化，聆听家乡发展新愿景，进一
步激发热爱家乡、反哺家乡的热情，为助
力益农高质量发展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参观结束后，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这
几年，家乡变化的速度让他们为之惊叹，
家乡发展的前景让他们引以为傲。当前，
益农正在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
回校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把所学知识应用
到家乡建设发展中。同时要广泛宣传益
农，联系、凝聚更多的社会优秀人才返乡
就业创业，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杭州南站：开展防疫应急演练

近日，杭州南站枢纽管理委员会组织
铁路杭州南站、南站枢纽派出所、交通执法
南站中队、晟越商管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
疫情防控演练。本次防疫演练共模拟了四
个不同的场景，分别对出站口发现抵杭旅
客体温异常的、出站口发现抵杭旅客健康
码为“红”码的、出发层发现出杭旅客体温
异常的、接公安通知有来自高风险地区旅
客将在南站下车的等情况逐一进行演练。

下一步，南站管委会将进一步加强组
织协调，严格遵照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履行
工作职责，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盛振刚

本报讯 每逢过年，燃放烟花鞭炮依
旧是很多人“绕不开”的习俗。为进一步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预防和减少火灾事
故,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
财产安全，日前，我区下发了相关通知，对
2021年局部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事

项进行了明确，范围较往年也进一步扩
大。

近年来，随着烟花爆竹禁售禁放区域
扩大和群众燃放习惯改变，全区烟花爆竹
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春节期间我区依
旧严格落实“双禁”规定，其中全年禁止销
售区域包括城厢街道、北干街道、宁围街
道、闻堰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
世纪城区域；新塘街道、新街街道、蜀山街
道部分禁止燃放的区域；瓜沥镇和临浦镇
集镇建成区域。

禁止燃放的区域包括：一是主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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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湘湖
风景区建成区、钱江世纪城和宁围街道区
域，瓜沥镇和临浦镇集镇建成区域。三是
南阳街道、靖江街道、新街街道、瓜沥镇、
红山农场涉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净空保
护的区域(禁止燃放升空烟花爆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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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区域，首次明确
延伸到南阳街道、靖江街道、红山农场等
涉及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净空保护的区域，
范围进一步扩大。

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群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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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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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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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发现非法销售、储存和燃
放烟花爆竹的行为，可积极举报，共同营
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扫一扫查看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