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临安经济开发区於潜产业

区的杭州瑞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门生产酒石酸系列产品的

化工企业。因生产中涉及危化品的

废气排放，故公司在新迁厂房的建

设中，特意投入 130 多万，安装了

引风机设备，对废气进行微负压收

集和处理，从而使生产环境和废气

排放更加优化。“企业提高环保意

识意义深远。”该企业负责人杜卫

荣说，减少挥发性有机废气的排放

不仅为工人作业提供良好的车间环

境，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也提升

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和瑞晶生物科技一样，2016
年，我市 40 余家企业完成了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38 家企业淘汰关

停落后产能或生产线，21 家企业

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加大环保

执法力度，增加执法频次，通过工

业废气治理等手段倒逼企业转型，

加大污染物减排力度，使我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实效。”市环

保局相关科室的负责人说，2016
年，我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45.6
微 克/立 方 米 ， 较 2015 年 下 将

10.2%。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多措并举，扎

实推进各项大气治理任务，通过实

施燃煤烟气、工业废气、汽车尾

气、扬尘污染、餐饮油烟治理的

“五气共治”，持续改善了我市的大

气环境质量，2016 年 1-12 月全市

空气质量指数平均值为 70.8，优良

天 数 312 天 ，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85.2%，较去年同期优良天数增加

21 天，优良天数比例增加 5.3%。

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老百

姓最切身的体会就是对扬尘的体

验。为了提升扬尘治理水平，增加

城区居民的舒适度，我市从源头抓

起，加强全市建设工地扬尘管控和

文明施工综合整治，实施施工封闭

管理，对进出工地的运输车辆进行

冲洗作业，对工地路面进行硬化、

对工地沙土进行覆盖，并在重点工

地进出口及施工塔吊安装视频监

控，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对工地

进行实时网络监控和监管。另外，

我市加大城区道理保洁作业，增加

保洁频次，确保城区主次干道无积

尘。

与此同时，我市加强机动车污

染防治，强势推进黄标车及老旧车

淘汰，新增 20 辆新能源公交车，

新增公交运营里程 80.4 公里，建

成电动公交车充电站 1 座，不定期

组织开展道路排气检查，对尾气超

标的车辆进行责令整改，对油气实

施回收治理和油品升级。

在近几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中，市民可喜地看到，临安的环保

“成绩单”成绩可圈可点。“如今，

大气污染防治的网格制度正在逐

渐建立，大气预测预警机制也在

进一步完善，各部门的职责也愈

加清晰。”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

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攻坚战、

是持久战，只有牢牢守住了环境

质量和环境安全两大底线，才能

守得住临安的白云蓝天。

记者 穆宇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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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苑阳

本报讯 近日，市防指办在全

省市县防指办主任培训班上，作

了题为“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

乡镇建设做法与效果”的报告，

与 68 个县市 150 余人进行小流域

山洪防治项目建设经验交流，成

为此次培训班的“压轴戏”。

近年来，我市在基层防汛防

台体系建设上下足功夫，2009 年

完成了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试点工

程，2012 年度实施山洪灾害防治

县非工程措施项目，2014 年度实

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多年来的

防治工程建设大大提升了我市的

防汛抗台能力。

2015 年的夏天，暴雨对临安

的“垂爱”近乎偏执，从 6 月 23
日到 8 月 15 日，我市遭受 4 次山

洪暴发，两次台风影响。针对小

区域山洪频发的实际情况，为更

进一步提升我市基层防汛抗台体

系的健全，2015 年 9 月我市开始

规划小流域山洪防治项目，展开

了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镇建设。

市防指办相关工作人员通过

实地踏勘，多次商讨，并根据国

家防指办 《关于印发山洪灾害群

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 《浙

江省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乡镇

建设指南》、 《临安市 2016 年度

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实施方

案》，最后选择天目山镇作为全省

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乡镇建设

试点。

据了解，天目山镇位于我市

暴雨中心区域内，将示范点放在

该镇，能进一步提高该区域防御

山洪灾害的能力。天目山镇按照

“镇级十个有”和“村级十个一”

开展天目山镇山洪灾害群测群防

示范建设，以武山村、天目村等

23 个行政村作为主要实施对象。

在山洪灾害示范镇的建设中，镇

里做到有办事机构、有工作制度、

有应急预案、有值班人员、有值

班记录、有信息系统、有办公设

备、有抢险队伍、有防汛物资、

有避灾场所；各行政村有一张网

格、一本预案、一套监测预警设

备、一个避灾场所、一个物资储

备点、 一套宣传资料、一组警示

牌、一次宣传活动、一次培训、

一场演练。

去年 4 月、6 月和 7 月，市防

指办分别组织有关单位召开项目

推进会，确保按计划要求推进示

范建设。天目山镇组织开展了全

镇主要防汛责任人和网格责任人

培训，培训会上利用光盘形式播

放了山洪灾害防御知识的宣传，

并在武山村举行了小流域山洪灾

害防御演练，现场 400 余人参与

了演练。

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镇建

设中，天目山镇辖区增补 6 个水

雨情遥测站点，4 个水位监测站，

2 个视频监控，8 块预警显示屏，

4 个补充简易雨量报警器，23 个

手摇报警器，23 个铜锣，1 个完

善镇级避灾安置场所和 17 个村级

避灾场所以及 2 个镇级物资储备

仓库和 23 个村级物资储备仓库。

该镇还重新以图表形式修编了镇

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 23 个行政

村的村级防汛防台应急预案。

目前，天目山镇基层防汛防

台体系进一步完善。东关溪流域

水雨情的实时监测能力提高，满

足小流域监测预警要求；小流域

上下游沿河村落实现关联预警，

利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

为提前转移人员预留了更多时间。

与此同时，东关溪流域内的危险

区、人口密集区域、农家乐重点

区域等位置都新建了电子预警显

示屏，建立了短信发布系统向东

关溪流域内所有用户发布实时预

警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小流域预

警能力。

据悉，2016 年我市小流域山

洪防治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山洪灾

害调查评价、山洪灾害调查成果

率定与复核、升级扩容县级山洪

灾害监测预警平台、补充完善水

雨情监测站网、天目山镇群测群

防示范镇建设等，总投资 397.7 万

元。山洪灾害群测群防示范镇建

设是我市小流域山洪防治项目的

其中一块建设内容，针对示范镇

建设，下一步我市将开展防汛防

台形势图编制工作，以及部分区

域的洪水风险图编制工作。

我市小流域山洪防治项目建设领先全省

近日，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杨富强就如何贯彻落实党代会精

神答记者问。

问：党代会报告中指出，五

年奋斗，我市坚决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

任和纪委监督责任，重拳整治

“三不”问题，作风建设常态化、

长效化机制逐步健全。扎实开展

党章党规党纪、 《准则》 《条例》

专题学习教育，实现纪委派驻

（出） 监督全覆盖，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请谈谈 5
年来，市纪委工作的主要内容。

答：过去五年，我们在市委

和上级纪委领导下，聚焦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强化执纪监督问责，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持续深入。一是强化党员干部纪

律和规矩意识。通过党章党规党

纪集中轮训、知识竞赛、党课宣

讲等活动，唤醒党员干部党章党

规党纪意识。二是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落实。推动派驻 （出） 监

督全覆盖、基层党风廉政巡查，监

督推动全面“两个责任”落地生

根。三是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坚决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聚焦“四

风”、“三不”等问题，问责处理

178 人 （单位），实名通报曝光 46

人 （起）。开展党员干部“崇廉家

风”教育，弘扬崇廉向善社会风

气。四是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实践运用“四种形态”，处理问题

线索 1142 件，立案 815 件，处分

党员干部 800 人，为国家和集体挽

回直接经济损失 1900 余万元。聚

焦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查处涉及

村干部案件 150 件，其中村主要干

部 102 人。总的来看，群众对党风

廉政建设的满意度稳步提升。

问：此次党代会提出“坚决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落

实管党治党责任，努力打造绝对

忠诚、干事担当、干净自律、充

满活力的‘临安铁军’。”过去 5
年，纪检监察系统在打造铁军过

程中有哪些特色亮点。

答：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一直是纪检系统的重点，也是群

众关注的重点。过去 5 年，我们

致力于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

当的反腐铁军，在建设过程中，

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队伍不断

壮大。加强镇街纪委班子建设，

18 个镇街 36 名纪检干部实现专职

专用，推进市直单位纪委派驻

（出） 机构全覆盖，下一步我们还

将推进党委巡察、监察体制改革

试点等工作。二是素质不断提高。

市纪委监察局高度重视自身能力

提升，通过内设机构调整，执纪

监督相关科室数量及人员配备占

比均超 70%；深化挂职锻炼、结

对培养、片组协作等机制，举办

纪检系统“三心三度”业务培训

12 期，参训 1500 余人次；开展机

关科室、派驻 （出） 机构、镇街

纪 （工） 委三大层面“月报告、

季评比”大比拼活动，学比赶超、

激发活力。四是监督不断强化。

坚持每年向市人大、市政协通报

工作，认真听取各界意见建议，

自觉接受监督；同时规范反映纪

检监察干部信访举报和问题线索

的处置流程，对该类问题线索一

律从严从重查处，保持队伍纯洁。

问：请结合实际，谈谈我市

未来将如何“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答：我们的工作主要围绕六

个方面展开。一是着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以党章为

总遵循，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

落实好一系列党内法规，严肃查

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二是着

力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地生根。

突出“关键少数”，通过一级抓一

级，将压力层层传导至基层，进

一步加大问责力度，做到有责必

问、问责必严。三是着力推动形成

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开展“为官不为”问

题以及干部深层次作风问题专项

治理，倡导培育崇廉家风，营造干

事创业良好氛围。四是着力构筑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把

握运用好“四种形态”，把握执纪审

查重点，保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

加快推进不能腐、不想腐进程。五

是着力深化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启

动党委巡察，发挥镇街党委、纪委

作用，以严明的纪律管住基层党员

干部，严肃查处侵害群众利益行

为，规范基层权力运行，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六是着力锻

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组建监察委员会，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抓好纪检队伍自身建设，强

化内部监督，接受社会监督，坚决

防止“灯下黑”。

总之，我们将按照中央和省市

委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坚守责任担当，以更大的决心、更

大的气力、更大的勇气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努力向全市人民交上满意

答卷。

记者 郑逸菲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努力交上满意答卷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杨富强谈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近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两新工委书记杜晴洲就如何贯彻

落实党代会精神答记者问。

问：党代会报告中提出“五

年奋斗，我们从严从实抓队伍促

干劲，党的建设显著加强”。过去

5 年，我市抓队伍和党的建设总体

情况如何？取得了哪些成绩？有

哪些亮点？

答：近 年 来 ，市 委 组 织 部

在市委正确领导和杭州市委组

织部有力指导下，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各次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抓

好 干 部 工 作 、 基 层 党 建 工 作 、

人才工作等三项工作，取得了

较好的成果。

在抓干部队伍上，牢固树立

正确用人导向，着力选拔忠诚、

干净、担当的好干部。近年来，

涌现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朱忠华

同志等一批先进典型。实施“天

目新竹”年轻干部素质提升工程，

建立三改一拆办、五水共治办、

招商指挥部、项目攻坚办、信访

局等 5 个年轻干部实践锻炼基地。

坚持“一考三评”，实行量化评分

和分层分类排名，推动干部能上

能下。在落实基层党建工作上，

我市走在杭州市前列。围绕基层

党建“整镇推进、整市提升”目

标，创新开展“十看”底线目标

管理，充分发挥“第一书记”作

用，整转基层党建软弱落后村。

探索开展“党建+”工作，将党建

深入到项目建设、电商扶持和社

会治理中去，推动基层党组织主

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基层

党建责任制落实，明确基层党组

织建设中党委的主体责任，组建

党建督查组，推动党建督查问题

整改落实。在党管人才上，聚力

推进招才引智。着力完善青山湖

科技城主平台引才聚才功能，精

心开展各项赛会引才活动。目前，

全市拥有国家、省“千人计划”

专家和杭州市“521”人才 45 名

（其中自主培养 17 名），省“151”
人才 19 人，杭州市“131”人才

86 人，钱江特聘专家 20 人，市

“812”人才 360 人。

问：本次党代会提出“坚持

正确用人导向，打造堪当重任的

中坚力量” 和“强化基层组织建

设，构筑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目标，今后，我市将如何开展好

这两方面的工作？

（下 转 第 2 版）

为建设美丽幸福新临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两新工委书记杜晴洲谈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

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詹永喆

本报讯 记者从市经信局获悉，

省经信委日前公布了 2016 年度全

省经济和信息化工作优秀县 （市、

区）名单，我市上榜。此次杭州地区

共有 4 个县（市、区）成功入围。

去年以来，我市以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为重点，狠抓工业有效投资，

重点推进兼并重组，全面开展服务

企业大比拼活动，工信经济实现平

稳增长，全年预计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 135 亿元，预计实现规上工业

销售产值 683 亿元。

我市获省经信工作优秀县（市）称号

记者 戴桂霞 通讯员 徐莲卿

本报讯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

去年 12 月中旬以来，市城管局 15 个

镇街中队先后启动镇容街貌治理工

作，该局镇容街貌治理工作全面推

进。

治理行动中，市城管局充分发

挥整脏治乱主力军作用，各中队全员

到位、加班加点，开展整治办交办的

问题清单整改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

加大问题的调查排摸、规范整改工

作。记者了解到，结合整治工作要求，

该局在整治前录制完成“关于开展小

城镇六乱治理通告”和“镇容街貌整

治倡议书”，并对每个中队的执法车

进行广播改装，确保能正常播放。目

前已有 10 个中队开展小喇叭宣传

工作，以提高小城镇综合整治的知晓

率，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

时，建立一周一上报制度，及时上报

整治数据、总结工作亮点和缺点，督

促相关中队配合镇街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各项整治工作。

青山中队前期通过宣传整治取

得阶段性成果后，通过网格化管理，

定人定岗对管辖区域进行巡查，做

好长效管理工作，巩固整治效果；

太阳中队根据“乱竖牌、乱堆物”

的情况，集中拆除一批、清理一批；

根据“乱摆摊”的特殊性，及时教

育规范，并签订“门前三包”协议

加以长效管理；河桥中队结合民宿

小镇建设项目，引导村民从长远发

展出发正确对待小城镇整治工作，

用“村民自我规范”+“协助指导

整改”的方式推进整治工作开展

……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根据各自工作实际，该局各中队

按照问题的特殊性开展整治工作，目

前，各相关中队已完成各类交办问题

数 428 个，自查问题数 254 个。

市城管局
“镇容街貌”治理全面推进

去年临安八成多日子空气优良
PM2.5浓度下降 10%
实事内容：

完成工业企业废气治理 20家，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实现全覆盖，投放新
能源公交车 20辆，全年空气优良率达 80%以上，PM2.5浓度比 2015年下降
6%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