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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
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市委副书记、区委书记佟桂莉主持会
议并讲话。章登峰、赵立明和其他区委常
委出席。裘超、洪松法等列席。

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即将
迎来我们党百年华诞的关键节点召开的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省委书记
袁家军所作的工作报告，深入阐释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准确

把握共同富裕美好社会的内涵特征，明
确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目标任务和8项重大举措，立意深远、内
涵丰富、措施有力。全会审议通过的《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
方案（2021—2025 年）》，提出了“十四五”
时期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发展目标、具体举措、指标体系，完
全符合中央要求、浙江实际、群众期盼，
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实践性。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站位，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

九次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长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精心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落实，把
全会精神传达到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
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群众知
晓，在全区范围迅速掀起学习领会省委
全会精神的新高潮。

会议强调，要扛起使命担当，在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上走在前
列。要聚焦做大蛋糕，率先构建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大力实施科技创新“六大
行动”，高标准建设自贸区萧山区块，深化
亩产论英雄改革，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要聚焦乡村振兴，率先构建促

进城乡均衡的体制机制。推进亚运兴城
行动，优化“一带三区多极”空间布局，高
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推进市民化
集成改革、乡村集成改革、强村富民行动
等组合拳。要聚焦成果共享，率先构建增
进民生福祉的体制机制。着力推动人的
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深化未来
社区(未来乡村)、乡村新社区共同富裕现
代化基本单元建设。要聚焦精神富有，率
先构建打造文明文化高地的体制机制。
接续传承萧山精神，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文化、最美文化，不断健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要聚焦全域美丽，率先构建

绿色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建设全
域美丽大花园，争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要聚焦整体智治，率先构建区域治
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坚持数字化改革
与共同富裕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着力打
造最安全最公平首善之区。

会议指出，要扎实做好当前工作，精
心准备区委全会，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全
力以赴冲刺经济发展高分报表，做好防汛
防灾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做好
百年党庆相关工作，确保省委全会精神在
萧山落地见效。

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

扛起使命担当 彰显更大作为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上走在前列

■记者何可人童宇倩

本报讯 重温红色记忆，淬炼思想
灵魂。昨晚，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专题学习会暨革命历史绍剧《秋之
白华》首演活动在萧山剧院举行。

佟桂莉、章登峰、裘超、洪松法、赵
立明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市党史学习教育第三巡回指导组
副组长金海平等受邀出席。

由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萧山绍
剧艺术中心联合出品的革命历史绍剧
《秋之白华》，根据萧山革命先驱杨之华
的事迹创作而成，艺术再现了杨之华在
青年时期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上海大学
深受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参加工
人运动、追求妇女解放事业的成长历
程。该剧在讲述杨之华与瞿秋白之间

美好爱情传奇的同时，展示了以他们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念、不屈
的革命精神，为创建新中国而英勇奋
斗、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该剧是一部
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教材，旨在传承红
色革命精神，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杨之华之女、新华通讯社原国际
新闻编辑部干部瞿独伊对该剧给予了
指导。1921年11月，瞿独伊生于萧山
衙前镇。受父母影响，她很早就接触
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她又积极
投身建设事业。1949年开国大典上，
她用俄语向全世界播出毛主席讲话。
就在不久前，瞿独伊入选“七一勋章”
提名建议名单。“七一勋章”是党中央
首次评选颁授，瞿独伊成为“七一勋
章”提名党员中唯一一位萧山人，同时
也是唯一的新闻界人士。

随着舞台幕布缓缓上升，一群爱
国青年高举抗议横幅，在气势磅礴的
配乐下，将现场的党员干部们带回到
了1919年。高亢的唱腔，跌宕起伏的
剧情，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演出
现场不时响起阵阵热烈掌声。观看演
出后，与会人员表示，整场演出主题鲜
明，感染力强，令人心潮澎湃，让大家
深切感受到了革命先驱们对党和国家
的赤诚之心，让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
重新回归历史、审视自我，受到了深刻
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洗礼。我们要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以更
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奋进的姿态，积极投身事业，在新时代
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在高水平建
设“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中贡献
自己的力量。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
暨《秋之白华》首演活动举行

1921 2021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通讯员瞿梦丹丁水富
见习记者应海天

端午节，趁着孙子蔡佳浩放假回家，
来自蜀山街道戚家池社区的老党员蔡锡
坤在家中墙上挂起党旗，让儿子、孙子和
他一同佩戴好党徽，在党旗下庄严肃穆
地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为庆祝建
党100周年，在重温入党誓词后，蔡老还
组织开展了“家庭党课”，要求大家以共
产党员的身份和觉悟，切实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活到现在，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们
祖孙三代都是党员。”蔡锡坤激动地
说。有59年党龄的他和儿子蔡斌权、
孙子蔡佳浩，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讲述
着三代共产党人的初心故事。

1959年12月，蔡锡坤在湖州某部
队服役，由于在部队表现良好，1962年，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后来，他退伍回到了家乡，
进入了一家村办皮革企业，从基层做起，
后来成为管理者，多次获得优秀厂长、书
记的荣誉。“一步一脚印，做事做在前”一
直是他的工作作风。现在，蔡锡坤在企
业里获得的荣誉证书仍被家里人保存得
非常好。看到这些证书，蔡锡坤说：“这
只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

在父亲蔡锡坤的影响下，1993年，
儿子蔡斌权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98年，蔡斌权当选了村干部，担任过
村党总支书记，一直到2013年离职，在
基层岗位上摸爬滚打了15年。在岗时，
他认真完成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布置的
各项任务，尽力尽心为村民排忧解难。
在他之前的办公室里，贴着四句话——

“做人要实，为人要诚；做官要廉，为政要
勤”。离岗后，他人离心不离，社区内大

小事，他总是冲在前面，多次被街道评为
先锋党员。

孙子蔡佳浩，蔡家的第三代党员，出
生于1995年。进入大学后，他一直是学
校的学生干部，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在
爷爷和父亲的影响下，蔡佳浩入党的信
念十分坚定。2017年1月，他终于如愿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蔡佳浩说：“作为一
名年轻党员，国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
的舞台，我们应该怀着感恩之心，尽全力
为国家创造价值。”

“我们不仅要传承好中国共产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要
以行动付诸实践。不管哪一代人，都
要给子孙后代作出表率，让好党风融
入好家风，一直践行下去。”蔡锡坤对
儿孙认真地说道。几十年来，蔡锡坤
一家初心不改，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
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祖孙三代党员守初心见行动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区住建局了
解到，今年我区启动实施宁围街道二桥
村和宁安社区、蜀山街道曹家桥社区和
沙里吴村、闻堰街道长安村祥大房和瑛
珠桥、北干街道荣庄村两户联建区块、
新街街道新盛村剩余区块等7个村的
城中村改造，涉及农户2000余户。目
前，已完成2059户评估、1179户签约、
539户腾房任务。

“亚运会明年都要开了，村里现在
这样肯定不行，治安不好，卫生条件也
差。区里现在要搞‘城中村’改造，我们

老百姓肯定都支持的。”原本不愿搬迁
的宁围街道二桥村村民坐在家门口，听
完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详细解释政策
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据了解，截至6月5日，随着二桥
村最后一户征迁户在协议上签完字，
二桥村圆满完成了城中村改造整村
征迁签约工作，共计11天，640户以
及 12 家企业全部完成签约，签约率
100%。长安村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努
力，至今已完成539户的签约及腾房
工作。截至5月24日，曹家桥社区全
面完成880户丈量评估工作，目前正
在评估核对阶段。

■首席记者何可人实习生孔潇
通讯员袁慧英樊轶雯

本报讯 城市发展的最好落脚
点，莫过于让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
受生活。作为“亚运兴城”攻坚年美
丽萧山建设攻坚战的重要一环，当前
我区强力推进第二批31个城郊接合
部环境整治村（社区）建设，展现了

“萧山速度”。
“以前家里做饭都用瓶装液化

气，每次换气都特别不方便，还有安
全隐患，现在有了天然气方便多了！”
今年初，宁围街道顺坝村299户村民
正式告别土灶和瓶装液化气，迈入

“管道天然气时代”。作为城郊接合
部环境整治村之一，顺坝村持续提升
村庄宜居程度。截至目前，两户一
表、内线整治已全部完工，农贸市场
改造、停车位整治、排水管清理、绿化
修剪、外墙粉刷等基础设施建设扎实
推进。与此同时，该村全域启动拆违
行动，目前已拆除违建 104 处，完成
率达100%。

大刀阔斧的改变，同样发生在新
街街道盛东村。自4月以来，盛东村
全面打响了拆违攻坚战，至今共拆除
违建74处，为村庄后续发展建设腾出
了宝贵空间。同样的，这里整治与提
升齐头并进，截污纳管、天然气入户、
电线上改下等工程也都在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

顺坝村、盛东村，都是我区城郊接

合部环境整治的缩影。据了解，我区自
去年开展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以来，已
打造新塘街道新丰村、义桥镇湘东村、
所前镇金临湖村等一批“美丽样板”。
按照美丽萧山建设攻坚战“清单”，第二
批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村（社区）建设
将于今年全部完成。

区美丽办作为具体责任单位，“短
平快”打好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组合
拳”。用最短时间举办培训班，召开推
进会，完成所有整治村（社区）实地走
访踏勘，并与各镇街、村社相关负责
人座谈，明确全域整治、项目建设等
内容和标准；坚持问题导向，秉承“标
准+”理念，按照干净、整齐、有序的要
求，扎实开展整治村（社区）整治方案
的区级评审，截至目前，已有30个村
通过区级评审；用最快速度推进整治村
（社区）环境整治及项目立项工作，截至
5月底已拆违1757户，拆违面积10.55
万平方米，房前屋后清理3376户，安全
隐 患 整 改 338
处，农村生活污
水整治有5个村
（社区）完成进度
50%以上，天然
气管线安装工程
方面有 21 个村
（社区）完成进度
70%以上。

■记者黄婷通讯员许莹

本报讯 日前，由区政府办公室政
务公开科搭建的“亚运兴城”专题，在区
政府门户网站政务公开板块正式上线。

打开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点击
进入“政务公开”，就可以看到“亚运
兴城”专题，点击进入该专题，就能看
到实时跳动的距离杭州2022年亚运
会召开倒计时。据介绍，在该板块
中，整合了萧山迎接亚运筹备工作和
系列宣传报道，包括焦点动态、迎亚
运主题活动、亚运兴城六大攻坚战、
亚运小知识、亚运萧山场馆等内容。
其中，亚运兴城“六大攻坚战”板块细
分为基础设施提升、美丽萧山建设、
城市国际化推进、产业创新发展、数
字治理赋能、幸福城区建设。在每一

栏攻坚战中，都实时记录着各小组工
作推进情况。此外，该专题还向民众
展示了萧山六大亚运场馆及亚运三
村的图片，并附上了场馆介绍、出行
路线、开放时间和比赛项目。

“该专题的制作，旨在让民众了解
区委、区政府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顺
利召开举行了哪些活动、进行了哪些部
署、推动了哪些工作，让民众更加了解、
支持亚运会的筹建工作。”区政府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2年杭州亚运会，是杭州市近
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
会，萧山区又是亚运会主要场馆集聚
区。“亚运兴城”专题有助于搭建起政府
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桥梁，传播亚运知
识，营造“全民亚运”的氛围，是打造“亚
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的重要窗口。

城中村改造 今年再启动7个

“亚运兴城”专题上线

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展现“萧山速度”

“亚运兴城”攻坚年

扫一扫二维码
查看更多内容

革命历史绍剧《秋之白华》昨晚举行首演。 记者范方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