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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如根在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督办工作例会上强调

安全生产须警钟长鸣 抓深抓实
■记者 俞杰
本报讯 消防器材失效缺损、安全通道
不通畅、危险化学品存放处无防护设施、防
火间距不符合要求……这些画面出现在昨
天全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督办工作例会上
播放的曝光视频片中。类似的安全隐患在
全区第十一轮安全隐患排查过程中，在多个
镇街、平台的 17 家企业（园区）里共发现 184
处。区长陈如根强调，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
鸣、如履薄冰，坚持抓、持续抓，抓深、抓实安
全生产大检查和事故防控工作。曾宏、戴桂
香、金海平等参加会议。
陈如根强调，要从严落实隐患整改督
办。各责任单位要按照 15 日整改期限，落
实挂牌、整治、销号，且从下次例会起，组织
被曝光企业责任人参会，并现场就重大隐患
整改期限作出承诺，同时由区级媒体向社会

公布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企业情况，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围
绕道路交通、消防、重点工程建设、烟花爆
竹、建筑施工、危化品运输、房屋拆除等安全
领域，以暗访为主要形式，深挖细纠、查缺补
漏，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检查盲区和死角、查
处的隐患问题是否整改到位、应急预案是否
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是否健全
等，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大对企业安
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要切实加
强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在全区范围内全面
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落实行业风险
分级管控责任、企业安全风险管控主体责任
和区域性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陈如根要求，要认真做好安全生产责任
制考核迎检工作。各镇街、区级有关部门务
必要抓紧对照标准、对照任务，查漏补缺、丰

富完善，切实做好各项迎接检查考核准备工
作。要立足源头治理谋划明年安全生产重
点工作。提前谋划“三合一”场所淘汰整治
专项行动，采取地毯式、交叉式排查等方式，
全面摸清各地“三合一”场所底数，为专项整
治打好基础；加快淘汰整治低小散企业，根
据实际划定区域分片推进，结合工业园区提
升改造、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从产业结构
调整的源头上夯实安全生产的基础；深入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进一步推
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
化发展，建立完善达标及不达标企业挂牌公
示制度。
会议还通报了全区第十轮安全隐患整
改督办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核查等情况，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良渚街道负责人就深化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作交流发言。

郎丽英入选第十三届杭州市
“道德模范”
■记者 沈黎勇 通讯员 骆红军

本报讯 昨晚，第十三届杭州市“道德模
范”
（平民英雄）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市领
导赵一德、徐立毅、潘家玮、戚哮虎、罗卫红、
汪小玫参加颁奖仪式。我区郎丽英光荣地
被评为“道德模范”，并与其他 9 名获奖者
（集体）和 10 位提名奖人物一起受到隆重表
彰。
来自余杭街道仙宅村的郎丽英用生活
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诠释了家与
爱的真谛，深受邻里和社会的好评。郎丽英
的娘家是一户特殊的家庭。父亲患有肺结
核及肺功能丧失，胞姐是一名聋哑人，胞弟
智障生活不能自理。2000 年，已出嫁的郎
丽英得知母亲患了肺癌后，她与丈夫一起告
别了在金华红红火火的理发行业，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截至前日晚，闲林街道提前两
天完成民丰村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237
户征迁户的签约工作。这是该街道进入第
四季度以来打赢的第五场征迁安置工作攻
坚战，
“ 阳光征迁”政策频频刷新“闲林速
度”，并涌现出一支支“能征善战”的狮子型
干部队伍。

形成合力发挥作用 加大力度

我区文艺界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记者 沈黎勇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加快推进“文化余杭”建设，促进
余杭文艺事业发展，昨日，区文联举办文艺界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训班。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王姝为学员们作《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
专题辅导。
王姝围绕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当前形势、
意识形态的要求和余杭实践等为学员解疑释
惑、开启思维。王姝指出，我们讲意识形态，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自觉行动。十九
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我们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主题和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道路上，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
文化自信。
王姝指出，我们讲意识形态，是落实意识
形态责任制的要求。我区在 2015 年、2016 年
大党建意识形态责任制考核中列全市第一，开
创了我区意识形态工作新的局面。接下来，我
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好意识形态责任制，中央和
省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出了具体部署，推
动我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责落实到位，取得
实效；我们讲意识形态，是文艺创造主题鲜明
的需要。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一个好作品能够真实反映一个时代，并跨
越时代。一个好作品能够打造出一个非常有
向往的文化地域；我们讲意识形态，是全面、客
观、理性、包容看待事物的需要。
（下转第 2 版）

余杭区中医院
正式启用新院
■记者 沈雯 通讯员 郑冬来

闲林提前完成民丰村 237 户征迁户签约工作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汤葛月人

用更多好作品
传播余杭好声音

闲林街道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
动作用，争当“宣传员”
“ 示范员”
“ 调解员”。
街道主要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征迁专
项组全力攻坚，全体村干部和涉及的 8 个组
长从评估到签约积极主动做好配合工作，第
一时间了解被征收户的真实想法，确保征迁
工作高效推进。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民丰
村的征迁工作中，街道征迁专项组与组团联
村干部形成强大合力，联动征迁。征迁专项
组就政策制定、价格研判等方面深入分析，
组团联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进一步做好征
迁户的思想工作。同时，街道积极发挥调研
员、副调研员工作经验丰富、能力强、群众基
础好的优势，加快征迁进度。调研员沈永华

勇挑重任担任组长，冲在征迁第一线，带领
团队成员一起进村入户，一家一家地走访，
解释政策，说明利弊，赢得了征迁户的理解
与信任。

谋划在先做深做细 突破深度
谋划在先，精准研判，是闲林街道近年
来征迁工作的突出特点。本次民丰村小城
镇综合环境整治项目包含了 2、3、5、8、9、13
组，共 237 户征迁户。 闲林街道在基础排摸
掌握情况后，先分片召集相关征迁户开会，
再召开全体动员大会，宣讲征迁政策，发放
宣传资料。对实施征收范围内的被补偿人
的户籍、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继 11 月 23 日顺利完成新院区搬
迁后，昨天上午，余杭区中医院举行新院启用
仪式。区领导屠冬冬、潘法高参加了活动。
余杭区中医院始创于 1952 年，65 年来，经
过几代人的努力，从仅有 20 个人的塘栖中西
联合诊所，发展为一家具有传统医疗特色与现
代医院功能的三级乙等中医医院。区中医院
新院建设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奠基，2014
年 9 月所有建筑结顶，经内外部装修及设备安
装至今圆满完成所有建设工作。新院占地面
积 107 亩，总建筑面积 10.6 万平方米，投入使
用后医院的环境设施、医疗设备、服务能力都
将得到大幅提升。
屠冬冬说，医疗卫生事业是老百姓关注的
大事，新中医院预示着新的起点，希望医院能
在自身医疗水平、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上有新
的提升；要抓住自身中医特色，不断优化合作，
有自信自觉意识做好传统中医的发扬与传承；
中医院的全体员工要在新的环境和机遇面前，
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为余杭乃至周边地区
的老百姓更好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