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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 民 主 文明 和 谐
自由 平 等 公正 法 治
爱国 敬 业 诚信 友 善

今天多云到阴，偏东风 3级，气温 0到 10
度，平均相对湿度 60%，空气质量指数 70到
90，空气质量等级为良，首要污染物 PM2.5；明
天阴转小雨，偏南风 3级，气温 4到 11度。

临 安 发 布 今日临安客户端

记者 穆宇鸿

本报讯 气温骤降, 天寒地冻。

我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迎来了

关键时刻的最后冲刺。清凉峰镇、

龙岗镇、於潜镇、昌化镇作为我区

最后一批要求考核达标的镇街，按

照既定目标，倒排时间，全民动员，

全员上阵，全力以赴，不少党员干

部、青年志愿者、群众纷纷参与整

治，为小城镇扮美添靓。

这是 11 日晚上 20 点 07 分的

昌化镇。唐昌街上，过路行人和车

辆已寥寥无几，而挂在街道两侧的

施工照明灯，成为寒夜里最亮的

星。大街上，十多位工人正在一丝

不苟地铺设地砖，一阵寒风吹来，

记者忍不住缩紧了脖子，而工人们

还在徒手作业，这些施工队员大部

分都是外地人，最远的来自河南，

最后阶段，他们都在为小城镇建设

努力付出。

记者来到在昌化镇政府，这里

灯火通明，镇里刚刚开完强弱电施

工单位对接线路整治会议，工作人

员们匆匆吃过晚饭，利用休息时

间，又要巡查各施工现场，开展十

大区块全域环境整治。

这几天，在於潜镇，同样迎来

了全民动员的整治，全体机关干部

联合村干部分组参与下埠、自由、

金家、民幸四个区块的环境整治工

作，就连外围 20 多个村的村两委

班子和驻镇单位也积极响应，开展

全域卫生大整治，大家上下一心，

为冲刺作最后时刻的拼搏。

同样在龙岗镇、在清凉峰镇，

镇街干部群众们，风雪无阻迎省

考，他们以地毯式查漏，不留死

角，不留空白，不留盲点的整治

要求，全身心投入到全域整治的

最前沿。

“我们一定能保质保量地完成

任务。”“施工速度和质量我们要

兼顾。”这是这个冬季最有力的承

诺。今年我区列入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达标计划的 8 个镇街中，已有

4 个提前通过省级考核验收。其中，

岛石镇在 8 月份通过省级年中考

核，10-11 月份，潜川镇、玲珑街

道、板桥镇通过省级考核验收。本

月下旬，清凉峰镇、龙岗镇、於潜

镇和昌化镇四个镇即将迎来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省级大考。目前，4
个镇上下一心，争分夺秒，五加

二、白加黑，对照整治逐个击破，

在各项目进入扫尾阶段，开展着一

场轰轰烈烈的环境革命。纵然天气

环境再恶劣，施工作业再艰苦，整

治区域拆整再艰难，迎检镇街的干

部和群众们每天 14 个小时攻坚，

在城乡结合部，在背街小巷深处，

在施工现场，在各条道路，在各个

节点，在集镇建成区的角角落落，

都有他们身着红马甲、身穿迷彩服

的身影，他们正与时间赛跑，与天

气抗争，冲刺着小城镇建设的最后

一百米。

目前，四个迎检镇共 175 个

建设类项目已基本完工。清凉峰

镇项目全面扫尾，龙岗镇龙岗大

街道路建设正在全面赶工、於潜

镇人民街立面整治和昌化镇道路

浇筑及南门弄节点改造正在抢抓

进度。各镇全力实施千人施工的

同时，四个镇的干部群众们，深

入主次干道、里弄小巷，大力开

展环境卫生千人整治，力争让集

镇环境面貌得到全新提升，以清

清爽爽、风采靓丽的形象迎接省

考。

与时间赛跑 与天气抗争

我区四个迎检镇冲刺小城镇建设“最后一百米”

13日，记者在钱王街
改造工程现场看到，路北
侧正在陆续安装公交站
台。

记者 金凯华 摄

临安党委和政府始终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

合临安的实际，不断探索民营经济

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推进民营工业

经济朝着现代工业化方向发展，使

临安民营工业经济在党的改革开

放政策指引下得到了蓬勃发展。

一、临安民营工业经济的崛起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私营企业又应运而生，在临安，

率先注册登记创办私营企业的是

临安镇李建民、临天乡裘水根等。

1982 年 6 月 7 日，乐平公社七坑大

队陆义新等 9 名社员联合创办了

全县第一家联户办企业———乐平

公社七坑塑料圆珠笔零件厂。12
月，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法律

规定内的城乡个体劳动者个体经

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期间，临安对石、藻溪群众率先自

己筹集资金添置织绸机，生产一些

低档被面之类的产品应市，结果获

利颇厚，四周群众纷纷仿效。由于

顺应改革潮流，政府部门又支持开

办家庭绸机，发展十分迅速。

1984 年 6 月 5 日，玲珑山公社

化龙大队社员金光潮又创办了全

县第一家户办工业企业———玲珑

山公社化龙玻璃制品厂。从此，全

县各乡镇中出现了乡办、村办、农

民合作办、多种形式联合办、家庭

户办五个轮子一起转“五轮驱动”，

多路并进办企业的新格局。到年

底，全县个私工业产值已占公有工

业总产值比重的 2.4%。1986 年，对

石、藻溪、横塘 3 乡就有家庭绸机

696 台，从业人员达 2363 人，一年

总产值达 241.77 万元。以家庭为单

位组织纺织生产，经营灵活，经济

效益高，通过绸机积累的资金又投

入生产，更新设备，提高技术，使家

庭绸机的产品趋向高档化、规模

化，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在党和国

家的一系列鼓励个私经济发展政

策的指引下，直到 1990 年底全县

有私营企业 81 家，投资者人数 238
人，注册资金 788 万元，雇工 1168
人。

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计

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

变，临安工业也逐步由围绕农业办

工业，向围绕市场办工业转变。乡

镇工业和个体私营工业经济蓬勃

发展，三资企业大量涌现，股份制

改革试点逐步展开，给民营工业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公

有制工业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

彻底打破，这已成为临安这一时期

的显著特征。

1993 年 5 月 21 日，中共临安

县委、县政府下发了临委〔1993〕24

号《关于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

营经济的若干政策意见》，积极鼓

励和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到年底，个体私营企业共完成工业

总产值 27.84 亿元，首次超过了乡

镇村集体工业产值绝对值的 3.49
亿元，成为全县乡镇企业的“半壁

江山”。锦城、青山、青云、杨岭、於

潜、昌化、龙岗等乡镇个体私营企

业发展迅猛，织机户最多的村有以

织布机为主的杨岭乡溪里村共有

织布机 170 台、外加工 400 台和以

织绸为主的藻溪镇九里村有织绸

机 401 台、牵径车 20 台。全县产值

30 万元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有

345 家，其中 50 万元产值以上的企

业 247 家。

1994 年，临安工业经济以强劲

的发展势头，超常规的发展速度突

破百亿大关，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

工作目标，全年实现工业总值

12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6.8%，绝

对值净增 56.7%。农村个体私营经

济发展尤为迅猛，全年实现产值

6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 倍，占全

年工业总产值的 50.37%，成为全

县工业经济中的一支最活跃的生

力军。

1997 年 4 月，临安市委、市政

府作出在全市范围开展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后，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积

极参与国有、集体、中外合资工业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首家私营企业整体购买式兼

并的国有工业企业。国营临安钢铁

厂建于 1970 年，有职工 132 人，离

退休职工 42 人。全厂占地 23680
平方米，其中生产经营用地 17880
平方米，主要产品矽铁。1997年 3
月 31日止，企业资产评估底价确

认为 525.36 万元 （含土地使用权

112.6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8.28
万元，经财产核销后，界定国有资

产为 235.22 万元，各项提留和非经

营性资产剥离后，资产总值为净 71
万元。1994 年 6 月起，该企业由于

高能耗电力供应不足基本处于停

产状态，职工每月只发 185 元生活

费。1997 年 6 月 20 日，临安钢铁厂

第五届六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同

意由临安私营企业仁达钢铁有限

公司在资产剥离、提留、核销后，以

整体购买式（零价）兼并。

首家以负资产转让给个人经

营的集体企业。临安有机化工厂

建于 1979 年，有职工 140 人，含

离退休职工 6 人，是全民办集体

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产品有

异相膜、树脂。1997 年 3 月 31 日

止，企业资产评估底价确认为

1689.08 万 元 （含 土 地 使 用 权

491.42 万 元）， 负 债 总 额 为

1892.44 万元。经财产核销，企业

资产总额为负 506.75 万元；各项

提留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后，资

产界定为负 1095.90 万元。

（下转第 2 版）

钱王街改造工程安装公交站台

临安民营工业经济的崛起与快速发展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10 日傍晚，随着颊浙

线改扩建一期浇筑完成，清凉峰镇

的村民期待已久的颊浙线改扩建一

期全线贯通。

颊浙线改扩建工程全长 21.3
公里，其中一期长 5.51 公里，南起

杭徽高速颊口出口，北至玉屏村与

大鹄村交界处。

去年底，全长 4.36 公里的 K1+
100 至终点 K5+460 建成通车，但杭

徽高速颊口出口处因多次发生大面

积山体滑坡而影响了工程进度。为

此，昌化公路工程处联系设计单位、

专家出台方案，进行边坡治理。

如今，颊浙线改扩建一期全线

贯通后，这对于经常出行的村民来

说无疑是件大好事。

“原先的老路比较窄，过年过节，

与 02 省道交叉的路口都很堵。”玉屏

村村民陈大妈和老伴经常要接送孙

儿上学、去镇上买菜，颊浙线改扩建

一期全线贯通后，他们去感受了一

下：新路更宽了，坐车也很平稳。

大鹄村的潘师傅经营着超市与

菜摊，每天都要去昌化镇经销各种

菜，他说，以前下雪天都没办法出

门，这几天虽然天气不好，但开车出

门方便多了，主要是路修好了。

“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

们将尽快完成附属工程。”昌化公路

工程处施工员童高峰说，目前，工作

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完成清障、边沟

浇筑、标志标牌规范等工作，预计下

周一前能全部完工。

颊浙线改扩建一期全线贯通

7日上午，锦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胜利社区，开展“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活动，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的同时，引导居民与社区卫生院现场
达成签约服务意向。 通讯员 赵炎芳 摄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昨日上午，杭州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建

庭走进青山湖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

走访联系代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文钢，副主任钱铮，以及部分在

临杭州市人大代表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李文钢就今年以来

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大工作情

况作了介绍。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

们结合各自工作岗位，围绕支持农

村教育发展、改善中小微企业发展

环境、加快水权制度改革、临安深

度融入杭州主城区等方面，各抒己

见，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

张建庭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临

安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大工作取得

的成绩，他说，临安经济社会发展势

头稳健，人大工作有思路、有创新、

有成效，代表提出的融杭发展、民生

实事等意见建议切实中肯，符合临

安实际，市人大将认真分类汇总，反

馈交办。

张建庭强调，要依据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不断创新工作方式，丰

富工作手段，推进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要继续做好代表履职的服务保

障工作，关心代表生产生活，认真对

待、落实代表的意见建议。在临杭州

市人大代表要聚焦临安发展大局，

积极参政议政，为临安发展、民生事

业进步提出更多具有可行性的意见

建议。临安历史底蕴深，文化资源

多，要通过代表平台积极宣传，讲好

临安故事，将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

资源，不断增强对外吸引力。

杭州市人大领导
来临走访联系代表

家庭医生进社区

通讯员 陶初阳

本报讯 日前，市社科联来临调

研基层社科普及工作。区社科联、清

凉峰镇、於潜镇主要负责人陪同调

研。

市社科联调研人员首先来到清

凉峰镇杨溪村，实地踏看我区首个

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忠孝祠堂”日常

活动开展情况，走访了新近落成投

用的清凉峰镇党群服务中心，并召

开“忠孝祠堂”社科普及工作汇报

会。随后，来到刚刚改建一新的於潜

镇博物馆，了解“千年古镇”於潜镇

的厚重历史文化底蕴。最后，又实地

踏看了 2018 年获批的第八批省级

社科基地民族日报社纪念馆、第四

批杭州市级社科基地桃花纸非物质

文化体验园。

市社科联调研人员对我区社科

联和社科普及工作予以肯定，认为

临安社科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清凉峰镇、於潜镇对基层社科

普及阵地打造高度重视、措施精

准、富有成效。全区社科普及工作

格局日益完善，社科知识宣讲、社

科基地认定、社科活动扶持工作有

声有色。

就进一步加强临安基层社科普

及工作、打造社科基地矩阵、提高人

民群众社科普及活动参与度等工

作，市社科联调研人员提出，我区做

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需要拓宽

思路、开拓视野、创新方法，深入做

好社科普及与党建、旅游、文化结合

的文章，做好跨区县、同一区域内的

社科基地交流文章，做好社科基地

活动载体搭建的文章。

市社科联来临调研社科普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