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改造，黄湖镇迂前南路新增一处绿化景观

打造幸福家园·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 通讯员 孔
佳琦）绿草青青，竹篱围绕，青石板小
径通往农家后院——近日，黄湖镇迂前
南路旁多了一处绿化景观小品。经过
近两年的努力，黄湖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已基本完工。不仅是迂前南路，黄湖
大溪旁的老集镇处处焕颜新生，为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

黄湖集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分为两期。其中，一期项目整治实施
面积约1.75平方公里，黄湖集镇是重点
整治区域，以主要道路两侧立面整治、
线路上改下、道路重新浇筑等工程为重
点，一期项目于 2017 年年底基本完
工。2018年 10月初，黄湖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式动工，主要整治
范围与内容包括迂前南路老街整治、四
桥两岸大溪两侧景观提升、背街小巷整
治、新增集镇停车场整治等，通过卫生
设施建设、智能交通建设、市政管网建
设、绿化提升等工程建设以及集镇卫
生、秩序、风貌的长效管控整治，黄湖集
镇从“面子”到“里子”都改头换面，有了
喜人的蜕变。

从“面子”美到“里子”黄湖提升环境实现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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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 俞杰）光荣牌
是党和政府给予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
优抚对象的崇高荣誉。连日来，区领导张
振丰、陈如根、阮文静、皇甫伟华等分赴各
地走访慰问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庭和其
他优抚对象，并为其悬挂光荣牌。

昨天，张振丰、王艳勤一行看望慰问退
伍军人张耿虎，并将写有“光荣之家”的光
荣牌悬挂在张家大门上。据介绍，张耿虎
退伍后，先在姚家坝村当村长 4年，后任针
织企业厂长，曾担任余杭区针织协会会
长。事业成功后，张耿虎一直积极参与公
益事业，出资为村民修路、安装自来水，资
助贫困家庭儿童上学……以实际行动回报
社会。在详细了解张耿虎的个人经历、创
业历程后，张振丰称赞其是退伍军人的优

秀代表，不仅企业办得有声有色，还带动了
很多人就业创业，同时，热心公益事业，体
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张振丰指出，要
把悬挂光荣牌和开展优抚活动结合起来，
深入了解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状况，确保
各项优抚安置政策的落实。要切实增强拥
军优属意识，积极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关心
优抚对象的浓厚氛围。

1953年 2月入伍，1957年 2月退伍，脱
下军装70多年、如今已是91岁高龄的老兵
袁有根，元旦前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新年“礼
物”——陈如根亲自来到余杭街道凤凰山
村老人的家中，为老人家挂上了光荣牌。
陈如根跟老人促膝交谈，详细问起老人的
身体、生活情况，他再三叮嘱街道、村里要
关心老人生活。当天，陈如根还来到家住

宝塔村的退伍军人钱永平家中，为他送去
光荣牌。在详细了解了钱永平的家庭情况
和工作情况后，陈如根表示，希望他要珍惜
荣誉，永葆军人的优良作风，在工作中再接
再厉，为实现家乡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现服役于武警舟山市边防支队的凌
震，赴利比里亚执行维和任务时表现优秀，
荣获武警边防总队二等功。阮文静一行来
到塘栖凌震父母家中，给两位老人送去了
儿子荣立二等功的喜报，阮文静向老人详
细了解凌震在部队服役情况和老人生活情
况，对凌震一家为国防事业建设做出的突
出贡献表示感谢，并要求镇、社区要多关心
老人，让凌震安心在部队再立新功，进一步
增强军人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阮文静

随后又来到优秀退伍军人代表、塘栖村党
委书记唐国标的家中，对他退伍后继续发
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扎根基层带领
全村群众建设美丽家园所取得的成绩表示
肯定，勉励他再接再厉，再创更多更大的成
绩。

为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牌，是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职业的重要举措，是传
递党和政府关心关爱优抚对象、积极营造
全社会尊重军人军属和退役军人浓厚氛围
的实际行动，对支持国防和军队改革、增强
全民国防观念与拥军优属意识，提高优抚
对象社会地位，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我区已为24000多户登记信
息齐全审核通过的优抚对象家庭悬挂光荣
牌。

走企业 解难题 促发展

陈如根深入企业开展
“三服务”走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俞杰）昨日，区长陈如
根带队深入我区部分企业开展“三服务”走
访调研。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
任陈叶根等参加。

陈如根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诺贝尔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大元通线缆集团有限
公司等企业，调研企业发展情况，帮助企业
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企业发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
难？”“有什么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每到
一处，陈如根都走进企业车间和研发中心，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转型升级的情况，以
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真听取企业负责
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意见建议，并与
部分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交流。针对企业
提出的问题，陈如根当场与相关部门负责
人研究落实解决办法，并就如何加快企业
发展，提出具体的意见建议。

当了解到诺贝尔瓷砖面临当前行业
“大洗牌”的挑战，努力在危机中寻找商机，
着力加强研发力度，狠抓产品质量，坚持品
牌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情况后，

（下转第2版）

向所有军人致敬 区领导慰问优抚对象并悬挂光荣牌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赵
勇）昨天，我区举行 2018年财政收入通报
会。会上宣布，2018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
成 623.86亿元、增长 23.83%，其中，地方财
政收入完成 336.38亿元、增长 20.13%。张
振丰、陈如根、阮文静、沈昱、张俊杰、祝振
伟、李忠誉、王姝、朱红丹、李敏华、陈夏林
等参加通报会。

回首 2018年，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和
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全区上下的共同
努力下，余杭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
头。收支规模再创新高，在2017年503.8亿
财政总收入的基础上增加 120.06亿元；同
时，把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优先方向，
确保全区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的成果。紧
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财政
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作用。产业基金

不断发展壮大，全区政府产业基金总规模
已达63.5亿元，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的“子
基金”规模达 249.8亿元，有效推动创业创
新发展。成立规模20亿元的上市公司稳健
发展基金（凤凰基金），发挥好在纾解上市
公司股权质押风险和支持上市公司进行优
质项目并购等方面的作用。围绕“1+N10”
产业政策体系，落实财政扶持资金，助推产
业化落地。

在充分肯定 2018年财税工作的基础
上，张振丰指出，抓发展、促创新、惠民生，
始终离不开财政这个支撑。抓好2019年财
政税务工作，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干好一三
五，争当排头兵”，结合余杭实际抓落
地，全力推动余杭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
快发展。要抓好收入征管，强化财力保

障。认真谋划今年预算盘子，增强大局观
念，把握“科学、精细、节约”原则，编
好2019年预算。在此基础上，切实抓好收
入组织，提高土地利用收益，积极向上争
取资金等各类要素支持。要保障重点支
出，服务发展大局。优先保障民生事业发
展，全力保障全域创新发展，积极保障基
础环境建设，确保“三个全域”建设、新
五场硬仗涉及的具体工作、具体项目的落
实落地。要着力培植财源，培育增长后
劲。加快发展优势产业，抓实招商引资工
作，千方百计做好“开源”工作，增强财政
可持续发展后劲，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减
轻企业负担。要加强财政管理，深化改革
工作。提升财政绩效，创新国有企业改革，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要严格落实中央
和省市有关化债工作要求，着力防范风

险。要加强能力建设，做好财政工作。提
升干部队伍专业素养，高度重视廉政建设，
加强参谋辅政，及时提出高质量的工作建
议，为区委、区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当
好参谋。

陈如根指出，要坚持壮大税源和“放水
养鱼”两手抓，把税源意识贯穿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减税降负各项举措，大
力培育发展创新主体、涵养税源。要认真
处理好化解债务与保障发展的关系，立足
全区一盘棋，科学算好大财政收支“一本
帐”。要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绩效管理，
切实抓好财政资金管理，定期做好财税收
入质量分析，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
参谋。

2018年余杭财政总收入完成623.86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吕波 通讯员 石琰）
记者从国土余杭分局获悉：省自然资源厅
发布的2018年1号公告里，经申报推荐、资
格审查、集中评审、现场陈述、实地考察和
公示等程序，我区被授予全市唯一一个“省
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区）”称
号，这也是我区连续两年跻身全国土地利
用先进区之后，土地利用管理工作取得的
又一佳绩。

近年来，我区坚持创新驱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多项经济指标领跑全省。在土
地资源愈趋紧张、开发空间接近顶板、利用
能效有待提高的形势下，国土余杭分局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当好参谋助手，算好“土
地账”，念好“土地经”，当好“店小二”，用优
增量，用活存量，推动我区由增量用地为主
向增量存量并重转变，由单一粗放利用向
高效复合利用转变，由侧重强调经济效益
为主向经济社会生态并重转变，为全区经
济发展带来了新动能。2013年以来，我区
的单位建设用地GDP逐年上升，2017年单
位建设用地GDP比2013年增长44%。

分局严格执行“三线”，严格规划刚性
执行，严把项目准入标准和评价机制，精细
化管理用地项目，2016年以来部门共联审
项目1100个，保障优质项目落地，推动增量

撬动存量。优先保障民生、基础设施项目
和重大产业项目，优化供应结构，深化“最
多跑一次”推行“标准地”改革，全面实施承
诺制审批。今年供应创新型产业用地5宗，
标准地 12宗。建立“批前审查、批中会审、
批后跟踪、建后验收”全周期跟踪监管机
制，全过程痕迹化管理。并充分挖掘存量
土地资源，结合“美丽余杭”建设、城中村改
造、“低散乱”淘汰等重点工作，根据企业分
等定级结果，推进旧工业园区、旧城镇、旧
村庄、废弃矿区等各类低效用地实施再开
发；开展批而未供供而未动土地专项清理
行动，结合实际、分类别、针对性地进行“一

地一策”盘活，通过督促供地、盘活指标、调
整项目、撤销批文等方式加快消化；2016年
至今，全区累计消化批而未供土地 2.98万
亩，供而未动土地 2.8万亩，盘活低效用地
1.73万亩，利用拆后土地 919万平方米，拆
后土地利用率89%。我区存量土地盘活工
作在杭州市级考核已连续三年获评优秀，
2017年居市首位。以增量撬动存量，推动
城市精明增长、乡村美丽振兴。

之后，国土余杭分局将进一步做好保
发展、保资源、保民生工作，探索深化节约
集约用地模式，助推“三个全域”建设，奋力
开创余杭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新局面。

余杭成功创建省级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区

了解一线需求 强化精准服务

张振丰昨开展
“三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昨天，市委常

委、区委书记张振丰赴运河街道、余杭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地开展“服务企业服务群众
服务基层”活动，深入了解企业、群众、基层
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副区长王艳勤
等参加。

张振丰一行实地踏看五杭集镇综合整
治现场，与运河街道、五杭社区负责人进行
交流，仔细询问整治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五杭集镇紧邻京杭大运河，是我区重
点打造的小城镇之一。集镇以“梦里水乡
五杭记忆”为定位，实施背街小巷综合整
治、运河沿线滨水步道整治、运河文化公园
节点整治等建设，开展道乱占、车乱开、摊
乱摆、房乱建、线乱拉等专项整治，深入挖
掘古集市、古市河、古桥、古巷等“16个古”
和16道美食，实现集镇面貌大改善。

张振丰走进沿街店铺，与店主们亲切
交谈，看一看大家的经营情况，听一听大家
的心声。集镇整治后，按照农业、轻纺、特
色美食三大板块，招引商铺、丰富业态，打
造运河特色产业街区。店主们表示，集镇
环境好了，来旅游的人渐渐多了，红烧羊
肉、生态甲鱼、传统搪瓷、丝绸纺织、亭趾月
饼、生态稻米等运河特产都集中到了集镇
上，相信以后名声会越来越响，生意会越来
越好。

“集镇整治过程中，一定要谋划好今后
的旅游发展问题。”张振丰指出，要进一步
深化提升集镇规划，按照景区景点要求做
好环境整治工作，完善景区道路和基础设
施建设，高度重视安全设施建设。深入挖
掘水乡文化底蕴，保护传承好具有历史价
值、文化内涵和乡村特色的老建筑、老物
件，放大文化特色。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六
大要素，做好水乡美食文章，增强对游客的
吸引力。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加大对外
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五杭集镇知名度。“街
道、社区要更加重视党建引领，提升特色农
业、发展全域旅游，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在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张
振丰详细了解企业发展情况，特别是上市
并购、国内国际市场开拓、技术研发等工
作。铁流于2017年5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首发上市，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8.52亿
元、净利润 1.09亿元。企业成立了国家级
实验室，形成了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
完善科研体系，为企业能够始终处于同行
业领先水平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企业
在欧洲和北美均设有全资子公司，产品远
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对党委
政府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从企业的角度
来看，哪些工作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在与
企业负责人座谈时，张振丰开诚布公地向企
业征求意见建议。企业负责人坦言，如果能
进一步完善海外并购、研发团队人才引进等
方面的扶持政策，对加快企业海外布局、提
高创新能力将有更大帮助。张振丰表示，为
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党委
政府的职责，将尽最大努力给予企业在全球
布局、人才引进、智能制造等方面的支持，希
望企业继续立足主业、加快创新发展，提高
标杆、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目标，切实提高
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