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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编者按
城市建设跑出加速度 、产业转型打开突破口、乡村振兴吹响冲锋号、
民生福祉实现大提升、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2018 年，全区党员干部苦
干实干、攻坚克难，各项建设亮点纷呈，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取得了全方位突破。今天开始，本报撷取部分亮点工作，与您一起，回望那些精彩片断。

一线勇担当 实干创新业
美丽幸福看临安

户，去年，我区抽调 95 名党员干
部、技术专家组建乡村振兴工作队
和人才服务队。他们有的是急性
子，顶着烈日，一上午时间，村前村
后就跑了个遍，重要节点和难点疑
点问题，一一把脉问诊，开好“处方
药”；有的是工作狂，经常泡在村
里，哪怕生病动了手术，休息没几
天，就又下村去指导服务。自工作
队和服务队成立以来，队员们以昂
扬的活力、满满的干劲，为我区乡
村发展挥洒汗水，贡献智慧与才
干。截至目前，工作队已累计走访
村 116 个、农户 450 余户，开展座
谈交流 100 多次；服务队已深入 18
个镇街开展各类服务数百次，覆盖
200 余个村数千人次。
从邻居处了解情况，与涉拆户
深入交流；带头支持拆迁，协同做
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去年，
我区城中村改造依然如火如荼地
进行，党员干部带头宣传、带头签
约、带头做好亲友工作、带头完成
任务、带头服务保障，包保助拆跑
出了“临安速度”。与此同时，
“党
建+”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城改项目

“ 支部建在
临时党支部成立以来，
项目上、党员干部带头拆”的生动
局面在各个拆迁区块“多点开花”
。
过去的一年，无论是严寒还是酷
暑，在城区还是在乡村，都能看到
党员干部埋头苦干的身影，他们围
绕产业转型攻坚、乡村振兴突破、
增进民生福祉等 6 个方面，或是到
一线挂职，或是去重点项目开展服
务，深入基层的他们，奋发向上、带
头示范、克难攻坚。
而党员积极作用的发挥，离不
开我区干部和基层党建工作的不
断夯实。
拓宽视野“选”
、搭建平台
“育”
、从严监督“管”、不拘一格
“用”，去年，我区“选育管用”结合，
全方位培养年轻干部，激发年轻干
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同时，以“提高
政治站位”为首要目标，开展“四提
一争”活动，实施对标核心大学习、
进村入户大走访、专业素养大提
升、岗位平台大练兵、
“六场硬仗”
大落实五大专项行动，深化忠诚干
净担当高素质干部的培养。
衣锦人家小区试点“支部建在

小区上”，探索小区治理的“临安做
法”，收获良好效果；板桥镇上田村
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
的乡村治理模式，
“三治学院”正式
揭牌上课。去年，以“全域提升、全
面提质”为目标，我区深入开展“基
层组织深化年”。一方面，推进城市
基层党建，开展“撤村建居”工作，
社区规模增加至 36 个，招聘专职
社区工作者 158 名，全区 71 个业
委会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达
75.5%。两新组织、行业系统、国有
企业等重点领域基层组织建设也
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抓好农村基
层党建，大力推进党建大走廊建
设，强化党支部标准化建设，选树
杭州市“百村引领”先进村 11 个，
对 18 个后进村下派第一书记，实
施消薄化债“一村一策”，通过抓两
头带中间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整体提升。
而今迈步从头越。坚定发展方
向，扛起政治担当，展现优良作风，
我区党员干部始终保持铁军本色，
行走在干事创业的道路上。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记者 章 昕） 昨日，区政协视
察 2018 年民生实事项目办理工作。区政协主
裘小民、斯
席张金良，
副主席周玉祥、楼国富、
区政协办公室、各
嘉平、张敏，秘书长李红樱，
专委会负责人参加视察。区委常委、副区长丁
干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视察。
在听取 2018 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办
理情况通报后，视察组认为，一年来，
在区委、
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相关部门、
镇街坚持民生优先理念，主动作为、精准发
力，扎实推进了民生实事办理，取得了明显成
效。视察组指出，办好民生实事，
是执政为民、
顺应民意的基本要求，是加快临安经济社会
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取信于民的最有效抓手。
各部门、镇街把办好政府民生实事当作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在推进民生实事工程中体现
担当和作为。
进一步加强民
视察组强调，要巩固长效，
生实事项目管理，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对民生
实事办理中形成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及时
进行总结推广，对一些群众重点关注的民生
实事项目要适时开展跟踪评价，充分发挥民
生实事工程最大效益，确保民生工程真正利
民惠民，让群众满意，经得起群众检验。要精
心谋划，科学确定好今年政府的民生实事项
目，深入调研，大力征集广大群众意见建议，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小事、设定合理目
标，将解决社会反响强烈的民生问题作为重
点事项，最大限度解决广大群众关心关注的
现实问题，
提升群众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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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蝶变，尽显芳华。随着不
久前我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的收官，昌化、於潜、清凉峰等镇街
环境更美了，
交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通更好了，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
党员干部
景象。在这次整治行动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考核前的冲刺阶
段，
正值天寒地冻，迎检镇的党员干
为小城镇
部们冲在一线，
全力以赴，
环境综合整治扮美添靓。寒风凛冽，
工程队一丝不苟地铺设地砖、开展
卫生大整治；下班时间，来不及休
巡查各
息，
召开会议商讨解决问题，
条件
个施工场地。不论环境多恶劣，
多艰苦，相关镇街所有工作人员上
下齐心，拧成一股绳，争分夺秒，五
加二、白加黑，解答一道道难题，风
雪无阻迎省考。
走田垄，访农家，他们头戴草
帽行走于山山水水之间，为村落景
区建设想法子，为退化竹林改造开
方子，为项目资金找路子……为了
让乡村振兴战略早日惠及千家万

今日临安客户端

今天阴有小到中雨袁东北风 3 级袁气温 4
到 7 度袁平均相对湿度 90%袁空气质量指数
40 到 60袁空气质量等级为优袁森林火险等级
1 级袁山林难以着火曰明天阴到多云袁偏北风
3 级袁气温 5 到 9 度遥

学习贯彻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会精神
区城管局

推动城市管理工作上新台阶

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有序推进
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是 我
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已进
入项目基础工程部分，其中土方
开挖完成 78%，桩基工程完成
57%。据了解，该项目春节前计
划完成 3#、6# 区块的底板、顶板
混凝土浇捣工程。
实习记者 胡建强 摄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龚苏杭
本报讯 近日，区城管局召开
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区委十四届七
次全会精神。
会上，全体参会人员集中学习
了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会报告。大家
认为，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是“三化”战略的攻坚
之年，是全面融杭的关键之年，全
局干部职工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
对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
在工作中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全
面贯彻，以全会精神为引领，攻坚
克难再发力，乘势而上勇争先，推
动城市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新的一年，区城管局将紧紧围
绕全区中心、
重点工作，深入贯彻区
委“六大硬仗”
，保持“铁军”状态、坚
持融杭标准、巩固创建成果，
奋发进
取，
攻坚克难，
稳步推进四项工作。坚
持走出去引进来，通过开眼界、换理
念、增本领力促队伍建设上台阶；制
结
定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划，
合杭州市
“城市大脑”
建设，
推进数字
化城市建设，
力促城市精细化管理上
台阶；以垃圾分类准确度、垃圾处置
能力建设为抓手，
提升垃圾分类质量
和垃圾处置实效，
力促垃圾分类上台
社区等协作联
阶；
加强与镇街、
部门、
动，形成常态化、多部门联合保障新
机制，
力促协作联动上台阶。

太湖源镇

首批“省级高质量就业社区（村）”名单出炉
我区 3 个社区（村）榜上有名
通讯员 季芳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近日，首批“省级高质
量就业社区（村）”名单正式出炉，
全省共有 267 个社区（村）被评为
浙江省首批高质量就业社区（村），
我区有 3 个社区（村）榜上有名，分
别为锦城街道锦潭社区、锦桥社区
以及昌化镇白牛村。
记者了解到，高质量就业社区

（村）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反映就业情况的基本数据，
包括辖区内劳动就业率、就业稳定
性、就业结构、创业带动就业情况
等。另一方面为评价基层就业工作
的指标，包括平台基层建设、就业
服务和政策落实情况等。入选省级
高质量就业社区（村），必须达到其
中一个相应的高标准。
近年来，
区人社局坚持以实现更

将各项
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为目标，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与就业创业服务
相结合，
加大创建
“高质量就业社区
让社区（村）积极参
（村）”
宣传力度，
“我们将创建工
与到创建活动中来。
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各类台
账，
实时跟踪失业人员、
就业困难人
员就业愿望，积极帮扶就业困难人
‘动态消零’
，
员，
对零就业家庭实现
区
不断完善就业扶持的长效机制。”

一城芳华 书香六载

区图书馆举办 6 年成果展
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日前，临安区图书馆
一楼展厅举办了主题为“一城芳
华，
书香六载”的成果展。
展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
了该馆自迁馆以来的成果。24 小时
自助 图书 馆、28 个 图 书 分馆、298
个农家书屋、10 个“农家书屋角”、
17 个“流动书屋”、5 个“书香民宿”

……这些阅读服务延伸到了全区
每一个角落，让临安这座历史底蕴
深厚之城染上浓浓书香。
自 2012 年 12 月 28 日新馆建
成并对外开放，临安区图书馆步入
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展现出了
当代公共图书馆的人文情怀，也为
整个城市的文明发展贡献了一份
力量。六年来，图书馆接待读者 400
万人次，外借图书 326 万册次，总

馆 藏 量 78 万 册 ，地 方 文 献 征 集
3000 册。2018 年，图书馆的基础服
务指标实现跨越式增长，外借图书
借阅人次 28.3 万余
84.6 万余册次，
人次，借阅量在杭州地区公共图书
馆中名列前茅，
“全民阅读”工作落
地生根，成效明显。
该馆不仅设置了深受家长孩
“ 糖糖·抱
子喜爱的“快乐成长”、
抱”亲子中英文绘本阅读课，还为

通过高质量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就业社区（村）创建工作，
夯基础、
树
典型、
稳就业，全区公共就业服务能
力和水平得到较大提升。
今后，区人社局还将积极完善
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着
力抓好区、街道（乡镇）、社区（村）
三级工作平台建设，促进就业平台
标准化、就业服务精细化和就业援
助长效化。

外来务工子女特设暑期公益培训
班，开设“集贤堂”系列讲座、
“常青
E 学习计划”老年人计算机培训等
惠民活动。同时依托“世界读书
日”、
“ 西湖读书节”、
“ 未成年人读
书节”等大型节日，打造全区阅读
品牌项目“全民阅读月”，以书为媒
介，开展丰富多彩的各类主题读书
活动，积极倡导全民阅读，营造全
社会喜读书、爱读书的浓厚氛围。
科学的管理、
凭借舒适的环境、
丰富的活动和资源，区图书馆被文
化部定级为国家一级馆，先后获得
省
“巾帼文明岗”
称号，
“省文明图书
馆”
、
“ 省图书馆先进集体”称号。
“书香城市”
，
2016 年，
临安荣获全国
成为杭州地区唯一入选的城市。

五个方面实现新蜕变
通讯员 蒋海明
本报讯 日前，太湖源镇组织
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学习传达
区委十四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精
神，并就如何在各基层党组织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进行了专题部署。
新的一年，太湖源镇将紧紧围
绕全会精神，通过兴产业、建集镇、
美乡村、
优治理、强党建五个方面实
现新的蜕变。
兴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三次

产业，实现镇域经济发展提质增效。
建集镇。坚持把集镇建设摆在重要
位置，努力实现人居环境、集镇面
貌、
生活品质同步提升。美乡村。以
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
村为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优治理。坚持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
齐抓共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强党建。强班子带队伍，建阵地
树形象，严纪律正作风，进一步在党
建统领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

共创平安迎大庆

昨日上午，区公安分局在锦城街道新天地广场举行“警民牵手 110，共
创平安迎大庆”主题宣传活动。期间，通过陈列展板、张贴海报、发放宣传
单、接受咨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防诈骗、禁毒、
“最多跑一次”等知识。
记者 朱陈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