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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公共文化服务
培训班在我区举行
■记者 胡彦斐

本报讯 昨天，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培训班在
我区举行，重点交流过去一年各地在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学习新时代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研究部
署明年的工作。省文化厅副厅长叶菁、副区长
许玲娣等参加会议。培训会上，余杭区、鄞州
区、
瓯海区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典型发言。
一直以来，余杭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
先后被评为全国第一批文化工作先进地区、中
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省首批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
“ 余杭区乡镇综合文化站服务
效能提升工程”创建成为第二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余杭制订发布的《乡镇
（街道）综合文化站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是国内关于乡镇综合文化站的首个地方标准，
今年该标准经修改完善作为省标准在全省推
广。今年，针对西部五镇文化事业发展相对薄
弱现状，我区大力实施“文化西进”战略，着力
补齐公共文化服务短板。
许玲娣表示，此次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培训
班在余杭举办，这是对我区文化工作的肯定和
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余杭将以此次培训活动
为契机，吸收先进地区、兄弟单位的好做法，推
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取得新突
破，促进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文化获
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要 闻
狠抓“河长制”落实长效管理

开发区全力推进
“五水共治”
工作
■记者 潘怡雯 实习生 徐晓莉 通讯员 沈黎燕
本报讯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
济开发区）
“五水共治”指挥部日前召开“五
水共治”工作会议暨河长制工作培训会，指
挥部全体成员、各河道河长及单位联系人参
加会议。开发区总河长、管委会副主任吴立
炜参加会议。
开 发 区 内 共 有 河 道 116 条 ，总 长
197km。其中区级及以上河道 14 条，镇街级

河 道 16 条 ，重 点 河 道 12 条 ，一 般 河 道 74
条。自大力开展“五水共治”工作以来，开发
区集中攻坚劣 V 类河道，共建设 176 个治水
工程项目。截至目前，开发区已完成市、区
两级验收，河道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吴立炜在会上指出，相较于全区“五水
共治”
工作，
开发区目前河道治理工作形势严
峻。由于辖区内企业数量多、治理基础薄弱
等原因，
街道的治水任务艰巨。吴立炜强调，
在接下来的“五水共治”工作中，开发区要全

面深化
“河长制”
，
加强河长培训，
建立健全责
任体系，将“河长制”作为河道治理的长效管
理机制。他要求，
各河道河长要提高认识，
充
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通过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用新思想来指导治水工作；
要勇于
担当责任，
河长及相关负责人应勇挑重担，
全
力以赴提升辖区水质；
要积极履职不松懈，
河
长要按时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明确工作任
务，
同心协力打好
“五水共治”
这场攻坚战，
努
力为居民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闲林提前完成民丰村
237 户征迁户签约工作

（紧接第 1 版）被补偿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状况进
行调查摸底，针对评估机构给出的测量核算数
据，
工作人员深入每一户被征迁户家中，
进行至
少 5 次实地踏看、调查核实，对于情况复杂的被
征迁户除进行专题研究外，上门次数更是不下
10 余次，确保整个环节公平公正公开。针对群
众提出的合理诉求，
指挥部形成每日例会制度，
将问题细化分类，有困惑马上解，有问题马上
办，
做到
“问题不过夜”
。同时，
依据调查核实情
况，逐户登记建档，逐户理清症结、制定措施。
在对被征迁户房屋重新调查、
性质认定后，
针对
复杂问题，
反复研判，
对原征迁方案进行重新修
订，
真正做到工作有深度。

阳光操作廉洁动迁 拼出速度

闲林街道在各区块拆迁中，不断优化总结
“一口价”
“阳光模式”的成功经验，对拆迁建筑
物，从丈量、评估、产权确认，到签订拆迁协议、
腾房签约都进行上墙公示。在组织测量和核算
补偿工作中，
征迁工作组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个
标准评到底、一把算盘打到底、一个办法补到
底，坚持做到起点公平、过程公开和结果工作，
彻底消除被征迁户的顾虑和担心，坚决杜绝征
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优亲厚友、违规操作等现
象。从上和路、绿汀路项目 3 天一次性完成所
有 164 户的征迁签约，到良睦路及规划多高层
安置点项目 49 小时完成 69 户签约任务，
到水乡
湿地综合保护项目一期（金融岛）项目 17 小时
135 户征迁户完成签约，
再到民丰村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
闲林街道保质保量地拼出
“闲林
新速度”
。

以人为本将心比心 力求群众满意度

征迁干部放弃休息，提振精气神，扑下身
子实干，逐门逐户地和未迁户聊天谈心，帮他
们算清政策账、奖励账和长远账。针对家庭成
员意见无法统一等情况，攻坚小组反复探讨，
摸清症结，精准发力，果断选择具有较高威信
和较多发言权的人作为征迁突破口；突出热情
服务，在联荣村 111 户安置户的回迁安置工作
中，入场、登记、公证、抽签、摇号、确认……全
程都有工作人员陪同引导，整个安置过程平稳
有序；进一步完善政策，在户与户及与周边乡
镇调查对比的基础上制订征收方案，并增设
“整组奖励”补偿款，力争让百姓利益“最大
化”，提升了群众主动参与配合征迁的积极性；
同时做到帮征联动，因地制宜解群众困难，做
到征迁项目实现“零上访”。针对 70 周岁以上
老人和卧床不起的村民，街道结合实际，在综
合平衡过程中充分给予人性化考虑，发放一定
的一次性补助，以便更好地在外过渡安置，使
群众满意度进一步增强。

冬阳和煦 登山正当时
初冬阳光和煦，昨天下午，由余杭区土木建筑学会主办的“建工建材杯”第六届登山比赛活动在临平公园拉开惟幕，吸引了会
员单位近 400 名登山爱好者参与。选手们从临平公园听涛厅出发，经由上山道和环山游步道，路经东来阁、如归阁等 11 个景点，环
绕临平公园一圈后，最终回到听涛厅，全程约 5.4 公里。虽然天气寒冷，但很多选手穿着短袖、短裤直接上阵，比作风比气力，一边
亲近自然呼吸清新空气，一边痛快淋漓地运动出汗。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沈虹飞

用更多好作品 传播余杭好声音
（上接第 1 版）王姝要求，新时期下的文
艺工作者，要提高对信息的判断能力，防止
碎片化传播现象；要有规矩意识，做到不信
谣、不传谣、不妄议；在个体发布中要遵守法
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等互联网
七条底线；要选择做正能量的人和事。
王姝充分肯定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在
余 杭 的 实 践 取 得 的 重 大 成 就 。 她 说 ，从

2013 年以来，我区共有 54 件作品获得市级
以上奖项，其中获国家级的有 15 件，省级 36
件，电视连续剧《焦裕禄》获国家“五个一工
程”奖。她希望全区文艺界要勇立时代潮
头，为人民输送精神的给养，用更多好作品
传播余杭好声音。要有高度，紧随时代、贴
近中心。目前要紧紧围绕“争当全省榜样”
和“五大余杭”建设进行创作；要有温度，一

要注重积累，做一个有心人，二要积极参与
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活动，创作出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优秀作品；要有角度，
技巧有穷尽，境界分高下，用更高的视野把
握创作题材。
培训班还邀请了市委党校余杭区分校
校长占张明为大家作“党的十九大精神”专
题辅导报告。

杭州市余杭区区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经区委研究，
决定将拟提拔任用的 1 名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反映问题的方式。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的形式向区委组织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
题。以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
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2.要求。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借机诽谤诬告。
3.公示时间。从 2017 年 12 月 7 日起到 2017 年 12 月 13 日止，
共 5 个工作日。
4.公示联系科室和受理方式。联系科室：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地址：余杭区临平西大街 33 号，邮编：
311100，举报电话：0571-86233007，
短信举报：
18105712387。
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
2017 年 12 月 6 日

陈宏，现任杭州市余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拟提名杭州市余杭区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男，汉族，1974 年 10 月生，杭州萧山人，2001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 年 10 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曾任余杭区财政局人教科副科长、区
政府办公室事业科、产业科科长等职。2008 年 10
月起先后任余杭区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瓶窑镇党委副书记、区安监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纪检组组长等职。
该同志在安监局工作期间，牵头出台安委会

议事规则、监管职责规定、主体责任规定等系列制
度，厘清管理职责，健全“大安全”运转机制，完善
双"1+X"安全生产责任体系；G20 峰会维稳安保期
间，在全市率先推行了烟花爆竹临时管控措施，取
得了较好实效；探索“滚动推进、一线督查、挂牌销
号、限时反馈”的 30 日工作法，相继被中央、省市
媒体宣传报道，助推全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进一
步规范化、科学化。自 2013 年以来连续 4 年年度
考核优秀。曾获市服务保障 G20 峰会先进个人、
区平安综治维稳先进个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