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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全力推进区域治理现代化

径山村深化“党建+治理”模式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金鑫）近日,

径山镇组织党代表开展“美丽乡村”和双溪
小城镇建设调研视察活动，走在风景如画
的径山村，党代表们聆听村庄建设发展过
程中“党建+”工作方式带来的好处。

近年来，径山村党总支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通过党员示范带头、群众积极参与，
探索打造乡村治理共同体，开辟乡村振兴
新路径，先后获得“国家级美丽宜居村庄示
范”“国家级绿色村庄”“全国’一村一品’示
范村”“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径山村这几年处于发展有利时机，大
径山乡村国家公园持续推进，径山寺复建
工程加大投入，‘美丽乡村’‘四好农村路’、

‘1510’工程配套实施等，都成为我们关注
的重点。”在径山村党总支书记俞荣华看
来，环境更加“美”的同时，实现经济“富”，

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化“党建+治理”模
式。

去年10月，集茶产业、文化创意、非遗
传承、乡村旅游于一体的禅茶第一村景区
正式开园迎客，新建成的“禅村十景”让游
客感受到径山独特的“禅茶文化”。“禅茶第
一村”建设项目是径山村截至目前最大的
工程，也是径山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前期，径山村党总支、村委会根据居
住、产业、旅游的各自需求和特点，与村民
协商制定“禅村公约”15条，规范产业定位
和行为约束，出台村民积分考核制度，实行
有奖有惩，考核结果和年终分红挂钩，确保
人人享有禅村发展成果。

打造禅村管理共同体只是“党建+治
理”的一个缩影。径山村还通过加强网格
建设、完善民主协商机制等措施，切实发挥

党建工作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径山村原有 6个网格，设立了 6个网

格支部，每个网格平均党员只有 10多人，
处理大小事务能力不足。我们及时调整网
格架构，把 6个网格缩减到 3个，把 6个网
格支部合并成 3个，把力量凝聚起来。”俞
荣华告诉记者，径山村推行网格支部书记
全面负责制，只要是网格内的事情，以网格
支部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抓落实；建立周
一例会制，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会上剖
析、集体研究解决。

径山村还建立了“五张议事清单”“五
大议事平台”“五种议事模式”，发展大事多
方用心商量，民生实事网格齐心商量，关键
小事认真专心商量，纠纷难事协调耐心商
量，家庭琐事引导细心商量，进一步扩大和
争取各层面人员有效参与村级事务管理。

欢欢喜喜过大年

随着春运拉开帷幕，区总工会日
前在余杭高铁站举行“迎新春送春联”
主题活动，区书法家协会的会员现场
挥毫泼墨，写春联和“福”字赠送给即
将踏上回家旅程的职工和旅客。

嘉兴的方女士从众多作品中挑选
了一对春联和一张“福”字。“今年选择
坐高铁回家，没想到赶上这样的活动，
拿到春联还挺高兴的。”方女士表示。

除了送春联和“福”字，工会志愿
者还为候车厅中的乘客送上了书本杂
志，希望用阅读消解候车等待的时间。

据悉，此次活动是区总工会春节
期间“冬送温暖助解困”系列活动之
一，这也是“迎新春送春联”活动第二
年入驻余杭高铁站。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唐恺炅 黄侃

区总工会

春联“福”字请您带回家

仁和街道和庭社区日前开展“迎
春送福、情暖和庭”活动，一个个“福”
字、一副副春联营造出浓厚年味。

居民徐陆香笑着说：“书法家写的
比商场卖的更有年味，我拿了两副对
联，准备贴到女儿和儿子家里，希望来
年和和美美。”

据悉，石城书画社已先后在永胜
村、仁爱公益、仁和广场等地送春联。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孝 孙彦娜

仁和和庭社区

“福”气飘进千万家

震天的锣鼓敲起来，精美的年货买
起来，美味的年糕吃起来……乔司街道
连城社区第三届年货节日前热闹开场，
吸引百余名社区新老居民前来。

年货节现场人头攒动，满是新年的
欢乐氛围，本次年货节由居民自发报名
售卖自家年货，有自家产的桔子、坚果，
还有自家捕捞的海货，更有居民代理的
品牌产品，内容丰富，价格实惠，前来购
买的居民个个满载而归。

瞿女士是君汇上品苑小区的新居
民，这是她第一次参加连城社区的年货
节。“经常感叹城市里的年味越来越淡，
这次社区办的年货节让我再次感受到
了过年的美好气氛。”瞿女士说。

临平报道组 詹有天 通讯员 高宏民

乔司连城社区

年货节上真热闹

新春将至，连日来，鸬鸟镇各村文
化礼堂内“我们的村晚”好戏连台，精彩
节目缤纷上演。

在山沟沟村文化礼堂内，歌舞、越
剧、小品轮番上演，区级非遗《放排号
子》《鸬鸟鳌鱼灯》更是赢得台下掌声不
断；仙佰坑村的“村晚”大舞台上同样精
彩连连，越剧《垃圾分类要做好》、廉政
小品《意思意思》等都是村民们自编自
演的节目……

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一台
台充满浓浓的年味、乡土味、文化味的
精彩“村晚”，得益于近年来鸬鸟镇农村
文化礼堂逐渐从单一的文化活动载体
转变为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汇聚了来
自社会各界的力量。

余杭报道组 詹有天 通讯员 张海林

鸬鸟镇

“村晚”不断 好戏连台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
连孝）春节临近，由仁和街道主要领导
带队，前往鼎久实业园区内的两家微小
企业进行节前安全检查。

走进园区内杭州豪景广告有限公
司、杭州宝莉家具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检
查组了解企业情况和查看生产线后提
出，一方面企业要建章立制，借鉴其他园
区的人员管理以及规章制度，确保各项

工作有序开展；另一方面，街道、村社也
要做好“店小二”服务，提升营商环境、做
好监督管理。随后，检查组前往好亿购
超市进行食品安全方面检查，确保群众
放心购物、安心消费。

接下来，仁和街道安全生产大检查
将分成 11个检查组，分头开展检查，打
出“组合拳”，保障辖区节日期间安全生
产无事故、居民生活平安稳定。

节前检查让百姓过个平安年
本报讯（余杭报道组 詹有天 通讯

员 葛亚花）畅叙桑梓情谊，共话家乡发
展。近日，百丈镇举行乡贤恳谈会，20多
位乡贤齐聚一堂，共话百丈发展。

“我是做古典音乐的，在浙江音乐界
和声乐曲打拼多年，希望凭借多年的音乐
积累，通过音乐沙龙、音乐民宿等创新融
合，让溪口的自然风光以文化、音乐的方
式被更多人熟知。”来自东北的溪口女婿
张哲对溪口文创街区的变化感受颇深。

陈永珠是溪口村村歌《溪口恋曲》的
演唱者，也是百丈镇文旅联盟会长，通过
她的传唱，越来越多人知晓了溪口村的
美。在外创业多年后，陈永珠毅然回到家
乡，办起“异想四季”民宿，她希望带动更
多人走上致富路，“民宿、农家乐早已从当
初的单打独斗向抱团经营转变，希望大家
齐心协力，共同提升百丈的民宿、农家乐
品质，真正让大家的口袋鼓起来。”

“乡贤是百丈镇最大的资源，希望乡
贤能充分发挥作用，把百丈的好山好水好
文化推广出去。”百丈镇党委书记卜利斌
感谢乡贤们情系家乡，为家乡发展献计献
策，同时表示百丈镇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和
鼓励广大乡贤和各界人士投身家乡建设，
助力百丈打造“富美西部”。

叙乡情 谋发展

百丈共筑乡贤“同心圆”

余杭频道(YHTV综合频道)
节目单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21,22）
2020/1/23 星期四
观点致胜
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36）昙花梦（1）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6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梦想成真的地方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23,24）
2020/1/24 星期五
观点致胜
电视剧：昙花梦（2,3）

观点制胜
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32,33）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4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学法看法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19,20）
2020/1/22 星期三
观点致胜
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34,3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5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2020/1/20 星期一
观点致胜
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30,31）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3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17,18）
2020/1/21 星期二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3:1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7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健康余杭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25,26）
2020/1/25 星期六
观点致胜
电视剧：昙花梦（4,5）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8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教育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恶老板（27,28）

2020/1/26 星期日
观点致胜
电视剧：昙花梦（6,7）
动画片：让梦想起飞9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美丽中国乡村行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人与自然
专题栏目
电视剧:恶老板（29,30）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2:00
22:50
23:15
备注：固定栏目 18:00余杭新闻（22：00重播)

次日白天 7:00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