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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聚焦“三个全域” 实施 36 项专项 开展管理提升 实现“四个一批”

奋力开创

高质量、可持续、
快发展新局面

东方风
来满眼春，
正是扬蹄奋进时。
3 月 11 日下午，星桥街道召开
“三个全域”建设暨管理提升年活动推进大
会，认真梳理全年目标任务，全面部署“三个全
域”建设工作，吹奏创新发展的冲锋号，擂响凝心聚
力的战斗鼓，奋力开创星桥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新
局面。
聚焦“三个全域”，实施 36 项专项，开展管理提升，实
现“四个一批”，凸显出星桥街道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
决策部署的务实举动和坚强决心，更展示出广大党
员干部锚定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
气神，引领带动全街道上下聚焦“三个全域”
精准发力，共建共享产城人文融合的高
品质城区，为东部崛起贡献星桥
力量。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郎燕飞 赵一然

促进都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域创新

2 月 20 日，星桥都市产业园区至余杭高铁站
的公交通勤线路“星动巴士”开通，有效缓解了产
业园区企业职工乘车难、出行难问题。为此，街
道投入 36 万元资金用于线路运营补偿。
开通“星动巴士”是街道为优化营商环境、加
快产业提质增效推出的 10 条举措之一，也标志
着街道“全域创新”行动方案迅速进入落实阶
段。
星桥街道“全域创新”行动方案分为优化政
务服务、提升园区基础环境和公共配套、实施“大
孵化器”战略、园区产业提升、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
、工业园区提升改造、招商引资“一把手”
工程、人才强区和完善科创体制等 9 个专项，以
创新驱动助推星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街道口袋公园

开通“星动巴士”，解决工业园区职工通勤问题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按照“19 落点、20 串
线、21 拓面”的三年行动计划，推动“大孵化器”
战略在星桥落地。今年要利用 10 万方工业厂房
和商务楼宇，与品牌运营商合作，打造一批科创
孵化器项目，并结合西大门、南星区块和原有产
业园区，推进孵化—加速—产业化，培育发展新
动能。
持续转型盘存量。继续落实“亩均论英雄”
改革，力争再淘汰 50 家以上的“低散乱”企业。
全面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增量企业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亩均税收不低于 15 万元。招引税
源经济，力争新增税收千万元的楼宇 2 至 3 幢。
大力鼓励企业实施园区提升改造，继续推进银都
餐饮等 6 个续建项目，宏力管道等 6 个提升改造

垃圾分类、处理

治、提升保洁绿化监管和环境小品建设、实行
工程车和垃圾偷倒严管重罚、垃圾分类和物业
管理拿出样板、停车收费继续扩面、公厕管理
赢得口碑等工作，推动城市管理工作实现新发
展、再上新台阶。
环境要更提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严
控污染源，持续加大“低散乱”企业整治提升和
高污染行业关停整治力度；开展美丽河道建
设，完成“美丽河湖”创建工作任务，围绕创建
“污水零直排区”，做好居住生活类小区雨污分
流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开展餐饮油烟整治，
加强工地、道路等扬尘和露天焚烧垃圾、秸秆
现象的管控工作；深化巩固“无违建镇（街道）”
创建成果，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让天更蓝、
水更清、家更美。

去年 10 月落成启用的星桥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目前已经成为街道广大党员群众开展活
动、进行培训的最佳场所。仅 3 月将安排各类
活动 21 场，涵盖中心工作、公益活动、文体娱
乐、培训讲座等方方面面，成为活跃群众文化，
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
今年，星桥街道在推进“全域治理现代化”
建设中，将坚持以平安、和谐、幸福为目标，着
力推动社会共治体系、福祉惠民体系等两大体
系建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努力在满足群众
美丽生活需求上取得新突破。
强化基层党建引领。进一步完善街道党
群服务中心运营和活动组织，打造一核辐
射、片区联盟、多点示范的“1+15+N”基层
党建格局；深化和巩固党建标准化建设，推
动党建示范点建设，不断增强凝聚力、向心
力。坚持示范带动，支持正能量的社会组织
开展活动，助推社会善治。建立起更广泛的

志愿者队伍和基层自治力量，形成叫得应、
稳定。加强社会文明建设，突出价值引领，抓
走得进、拉得出、见实效的局面。
好“好家风”建设，建好、用好、发挥好文化礼堂
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完善政府治理、社会
作用，不断深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调节、居民自治三大机制，深化“四个平台”建
和个人品德建设。
设，有效发挥部门下沉力量“联动、联勤、联处”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兜牢“底线民生”，突
作用，落实全科网格精细化管理工作机制，深
出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兜底保障，努力实现
化“出租房旅馆式+星级化”管理，将“低散乱” “三个不让”。在落实好街道级 5 项民生实事项
长效管理和部分面向流动人口的便民服务功
目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再谋划梳
能纳入总台管理服务内容。探索实施租赁企
理一批社区级的“关键小事”。配合做好汀洲
业房东“第一安全员”挂牌监管制度和企业房
学校迁建项目、星桥九年一贯制学校、星桥十
东安全生产保证金制度，进一步吃牢主体责
一幼和汤家分园二期等教育类项目实施建
任，形成安全生产分级共管的氛围。进一步完
设。深化与区一医（浙二分院）医共体建设，提
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和工作机制体系，探索试
升辖区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强
点建立以流动党员为骨干的新居民代表小组，
社区管理，进一步强化“淡化办公、强化服务、
搭建流动人口参与社会治理平台，打造城市版
群众满意”的理念，新建社区居民驿站 2 个，做
的小古城村样板。加强社会矛盾预防化解体
实为民服务。
系建设，做好信访维稳和调解等工作，建立健
全社会心理服务运行机制，维护社会大局和谐

助力﹃三个全域﹄建设

推进高水平和谐社会建设

全域治理

瞻性，加强融入主城区和临平新城。坚持城市
建设的高品质，启动靓丽城市专项行动，拆除
道路沿线影响景观的不雅及违章建筑。做好
民乐和万乐两个社区美丽乡村精品村建设，注
重特色韵味，体现田园风貌。大力实施城市绿
化带建设与养护提升、街道环境综合整治、道
路亮化等工程，依托天都城景区，深入开展全
域旅游建设。
建设要更高标。梳理城市空间结构，做好
星桥老集镇区域城市规划设计；加强配套设施
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下半年公交首末站启
用、建好美丽公路和四好农村路为契机，完善
公交营运设施，增设港湾式停靠站和智慧公交
候车厅，优化公交站点设置，配合做好地铁三
号线建设。
管理要更精细。围绕做好严管示范街创
建，开展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和广告招牌专项整

星港路停车场

﹃管理提升年﹄活动

打造宜居宜业高品质城区

全域美丽

去年以来，星桥街道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减
量 工 作 ，实 现 垃 圾 减 量 7000 吨 ，同 比 减 量
16.9%，名列全区第一。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仅为星桥街道建设“全
域美丽大花园”系列举措之一。今年，街道将
坚持以景区理念规划，以景点要求建设，全域
打造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结合，现代都市与田
园乡村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汇的高品
质城区，
争创全区
“大花园”建设样板。
星桥街道“全域美丽”工作实施方案分为
靓丽城市行动、美丽乡村建设、美丽公路建设、
现代交通体系建设、城市精细化管理、生态环
境提质、全域旅游、征迁安置、美丽园区创建、
全域清洁等 10 项专项，力争形成“靓丽城市+美
丽乡村+美丽庭院+美丽公路+旅游景区”的全
域大美格局。
城市要更靓丽。坚持城市规划高定位、前

项目力争在 6 月底开工建设。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推进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在传统制造业的应用，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建设企
业研究院、研发中心、技术中心，着力推进产业技
术创新。推进宏力管道实施制造业数字化改造
攻关和银都餐饮实施工厂物联网项目。
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推行“1+10”优化营商
环境实施方案，建立都市产业园党群服务中心暨
服务中心，提升改造并形成“一厅四区”架构；分
期实施园区环境品质提升工程，并开展“美丽工
厂”创建，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业创新和政务服
务环境，切实提高为企业服务的能力水平，当好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
“店小二”。

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五种意识”，增强“五
项能力”，按照完善一批制度、优化一批机制、补
齐一批短板、打造一批亮点的“四个一批”要求，
星桥今年在街道、部门、社区各个层面开展管理
提升年活动，为更好地推进“三个全域”建设奠定
扎实的基础。
注重制度完善。聚焦优化规范，梳理完善街
道现有的工作体制和制度规范，把通过实践检
验，证明有效有利的工作方式总结出来，固化形
成文件，
用于指导今后工作。
优化机制体制。优化组织结构，理顺职责关
系，明确强化责任，进一步建立起权责一致、分工
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体系和专业决
策体系。
查找补齐短板。认真查找管理短板，着重对
考核失分、信访重点领域和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薄弱之处进行分析，各科办、社区梳理 2 个短板
点，进行重点攻坚。
挖掘打造亮点。围绕特色性、创新性和引领
性要求，主动探索创新，立标杆、树样板。各科
办、社区结合实际，梳理挖掘 1 项以上亮点工作，
着力予以打造。
打造铁军先锋。通过“管理提升年活动”，优
化组织力、创新力、攻坚力，提升提振干部精气
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全区首个新型党群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