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议案点击

昨日上午，参加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激动的心
情，肩负着神圣的使命，陆续向大会报到，共赴这一场盛会。记者 陈伋 摄

领衔人：洪国庆（第四代表团）

背景：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

网络订餐得以兴起。以临安为例，

有“美团”、“饿了么”两家为首的网

络订餐平台入驻。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临安入网单位数量达 1000 余

家，日订单量累计超 15000 单，平

台专职外送人员 230 余人。网络订

餐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食品

安全等各方面问题。2018 年以来，

我区共接到网络订餐投诉举报 12
起，主要集中在卫生质量、无证无

照。年初和年末的 2 次净网专项整

治行动中，共计行政处罚 13 家，责

令改正 23 家，下线暂行停业处理

97 家。

建议：督促订餐平台落实主体

责任，每年对网络订餐平台进行行

政约谈，督促网络订餐平台建立核

准准入机制，对入网经营单位严格

把关。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对

入网商家经营行为要定期开展线

上线下检查和监督抽检，将网络订

餐纳入每年的专项抽检，通过监督

抽检检测发现不合格产品并及时

依法严肃处理。加大违法行为处罚

力度，严厉打击恶意逃避监管、违

规经营网络外卖食品、生产环境卫

生“脏、乱、差”和其他食品安全违

法行为，以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网

络外卖餐饮单位。加强宣传培训提

高意识，加大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知识宣传，倒逼企业自律自提升；

加大对餐饮经营者和送餐人员、平

台业务员的食品安全培训，增强餐

饮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和规范操作水平。

记者 朱陈伟

加强网络订餐食品安全监管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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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政协召开

九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区政协主席张

金良主持会议，副主席周玉祥、楼国

富、裘小民、斯嘉平、吴云川、张敏，秘

书长李红樱和全体政协常委参加会

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吴春法出席

会议。

会议传达了“两会”党员大会精

神。会议审议了区政协九届三次会议

选举办法（草案），协商了补选区政协

常委候选人建议名单（草案）。

会议要求将选举办法（草案）和

候选人建议名单提交各组进行协商

讨论。

区政协办公室、各专委会负责

人，各界别活动组第一召集人列席会

议。

区政协召开九届十二次常委会议

记者 汪林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十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讨论、通过了大会的有关事项。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成员钱铮

主持。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 式，

推选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通

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

过了在主席台就座人员名单；决

定了大会副秘书长；通过了大会

日程；通过了 《关于代表提交议

案截止时间的决定》。会议决定，

代表提交议案的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4 时整。

会议还讨论提出了大会选举办

法 （草案）、2019 年区民生实事项

目票决办法 （草案） 和 2019 年区民

生实事候选项目 （草案），听取了各

代表团推选正、副团长情况的汇报。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室外寒意阵阵，屋内暖意融融。昨

日上午，参加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

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肩负着

神圣的使命，陆续向大会报到，共赴盛

会。未来几天里，他们将带着全区人民

的殷殷嘱托与深深期盼，积极履行职

责，共商临安经济社会发展大计。

报到现场一如以往，处处透着简朴

之风，没有花团锦簇，也没有横幅标语。

早早来到现场的工作人员们紧张有序

地忙碌着，为代表们提供耐心细致的服

务。有的代表拿到资料后仔细地阅读，

有的代表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流观

点。

区人大代表、龙岗镇华光潭村村委

会主任徐玉章非常关注大昌化特色旅

游的发展，他说，临安正在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的发展，包括龙岗在内的大昌化

旅游和产业资源丰富，前期村落景区建

设也为发展旅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希

望政府能进一步挖掘大昌化的优势资

源，关心关怀库区旅游，推动旅游与产

业相结合。

与徐玉章不同，区人大代表、杭州

环申包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严月华则关注人才政策与中小企业的

展会扶持。

“我来自青山湖科技城的企业，希

望代表企业发声。”严月华说，一方面希

望政府更加关注人才政策，包括人才的

定义、人才的政策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更新；另一方面，希望政府关注支

持制造业国际平台的商务展示，出台更

加切实有效的政策。因为展示涉及到的

商务成本较高，而参与专业展会对于企

业特别是新兴企业很重要。

第三次参加区人代会，严月华有了

更多的感触，“我不是临安本地人，作为

外来投资企业对临安非常惊喜，我感觉

临安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我也很荣幸

成为这一届区人大代表，之前还处于学

习的阶段，这一次感受很多，给我们带

来了很大的希望。”

忙碌的身影，关切的声音，民声和

民意在这里汇聚，思想和观点在这里

碰撞。这些直抒胸臆的话语，有温度有

深度；这些步履匆匆的身影，有关怀有

深情。代表们纷纷表示，他们将以高度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认真履行好职责

和权力，传递百姓心声，促进临安发

展。 记者 郑逸菲

肩负使命赴盛会 怀揣民意商大计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报到侧记

小记者跑“两会”

2 月 16 日上午，刚刚结束了

春节，便迎来了区第九届三次政

治协商会议。我特别激动，因为

我作为一名小记者要去采访政

协委员。

我们早早地就来到了会场的

报到处，到了 9 点钟，报到处里的

人慢慢的多了起来，工作人员正在

向政协委员发放会议资料，每一个

人的脸上都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我和记者汤阿姨站在大堂门

口，寻找着采访的对象。谁会接

受我们的采访呢？我应该问一些

什么问题？政协委员们会关注哪

些事情呢？当我还在思考的时候，

一位吴阿姨来到了我们面前。

吴阿姨叫吴晓芸，是文化艺

术界别的，她今年提出的提案是

加快里畈水库加高工程，她十分

关注水利建设，因为这是可以造

福于老百姓的好事。

我一边听一边记录在采访本

上。她接着说，将少数民族纳入

村落景区建设也是她十分关注

的, 今年是她连续第 8 年担任政

协委员了，心情格外的激动、愉

悦。听完了吴阿姨的介绍，我对吴

阿姨感到了十二分的敬佩，成为

一名政协委员已经是很大的荣誉

了，何况是八年呢？

政协委员贾炜琦叔叔热情接

受了我的采访，贾叔叔说，他此次

来两会，带来的是关于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有效化实效化的建议。

他希望小记者也能够做好垃圾分

类，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加美好。

廖志云委员来自环保部门，

他今年关注的是跟环境有关的文

明施工问题，他说作为一名政协

委员将履职尽责，为临安经济社

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听了这些委员们的话，让我

受益匪浅，他们是最关心老百姓

日常生活的人，他们都是临安改

革变化的幕后英雄，我们要向他

们致敬，因为是他们的努力付出

让临安变得更加的美好。

石镜小学 五（3）班 梅许航

“两会”第一日见闻

从城市定位、产业升级、城乡

融合到民生福祉，去年的临安区

向着“融杭”一路奔跑，发生了令

人瞩目的变化。新的一年里，“第

十区”又将会发生什么？

看得见的变化，就在眼前。区

人大代表、锦北街道人大工委主

任傅贤军（原区交通局党委副书

记）透露，3 月 1 日起，城区内现

有公交线路又将迎来优化，比如

5 路车将开通夜间公交，7 路、9
路等线路将延伸至公交西站（位

于华兴汽车城附近），昌化、於潜

方向公交车也将接驳至公交西

站。关于票价，去年已经召开过听

证会，6 公里以内的票价只需 1
元，还有其他一系列优惠政策。

这些都是融杭公交一体化带

来的可喜变化。傅贤军介绍，杭州

市临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已于去

年底正式挂牌成立，今年开始杭

州市将给予临安一年一个亿的定

额补助。

远期来看，更有多个站点布

局上的优化，如已经结顶的汽车

北站，今年要启动的锦南新城公

交综合体，谋划中的新汽车东站

……多个公交枢纽，意味着更合

理的功能布局，将来还可实现轻

轨、公路、高铁的无缝换乘。

融杭道路的新格局是“一高

两铁三快速”，高速指杭徽高速公

路，元旦开始，杭临之间已经实施

浙 A 牌照小车 ETC 免费的政策。

城际铁路临安线今年底通车，杭

临绩铁路进入项目前期。三条快

速路之一的科技大道正在进行改

扩建，将与城际铁路临安线同步

通车。而规划中的 329 国道南移

（中环连接线）、留祥路西延工程，

也已经与富阳、余杭达成了良好

沟通。

和交通融杭一样受关注的还

有民生融杭。去年 12 月 28 日，我

区与省人民医院签订合作建院协

议，双方将共建省人民医院临安院

区，现临安区人民医院在职人员及

医疗设备将全部纳入该院区。区人

民医院神经内二科主任俞厚明是

本届区人大代表，他说，与省人民

医院和杭州医学院的合作不断加

强，意味着医疗服务不断提质。而

且，今年我区将启动医共体建设，

区域内龙头医院如人民医院，和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

构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呼吁已

久的分级诊疗将有机会实现。

以前无论大小病，大家总

爱往区人民医院或杭州三甲医

院跑，造成基层医疗资源闲置

和排几小时队看专家的现象。

去年 10 月 30 日，浙江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全面推进县域医共

体建设新闻发布会，提出要引

导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分级诊疗的有效就诊秩序。医

共体建设究竟能不能起到这一

作用？俞厚明认为，今年 1 月

新成立市医疗保障局临安分局，

可能通过医保这个杠杆来撬动

分级诊疗的第一步。

记者 孙梦蕾 见习记者 楼飞宇

拥抱主城 加快融杭

人大代表展望未来话发展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十六届人

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召集

人会议召开。区领导李文钢、杨泽伟、

陈伟民、钱铮、罗石荣、吴云海、胡廖

明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代表团认识上要深

化，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部

署要求上来，共同把大会组织好，努

力开成一个凝聚共识、团结鼓劲的大

会。履职上要尽责，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使命感，组织引导代表增强发

展信心、理清发展思路、积极建言献

策，确保大会各项任务圆满完成。会

纪上要严格，强化组织纪律，严肃会

议纪律，专心致志、严肃认真地开好

这次会议，统筹兼顾推进平安稳定工

作，确保政治稳定、社会安定。

会议还通报了区十六届人大三

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日程

安排、组织领导、特点和会务安排，并

就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具体部署。

会后，各代表团组织活动，传达

召集人会议精神，推选代表团正、副

团长，酝酿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等有

关名单及大会议程草案，学习大会须

知。

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代表小组召集人会议召开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昨日下午，出席区政协

九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围绕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提案工作报告和区

政协 2019 年主要工作安排进行分组

讨论。区政协主席张金良，区委常委、

统战部长吴春法，区政协副主席周玉

祥、楼国富、裘小民、斯嘉平、吴云川、

张敏，秘书长李红樱分别参加相关界

别活动组的讨论。

在各讨论现场，委员们踊跃发

言，气氛热烈，大家围绕两个报告，谈

体会、提建议、表决心。委员们认为，

过去一年，区政协常委会自觉把政协

工作置于区委的领导之下，以加强党

建工作为引领提升政协工作水平，围

绕中心不偏离、服务大局不缺位，协

商议政精准有效，民主监督扎实推

进，团结联谊彰显特色，不断丰富创

新履职形式，为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讨论报告中，大家一致认为，

区政协常委会报告站位高、内容实，

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全面清晰地总结

了一年来政协履职情况，谋划新一年

工作科学精准、重点突出，尤其是针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对新一年

政协工作作出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

是一个高质量的报告，大家深受鼓

舞。提案工作报告主题鲜明、客观实

在，反映了过去一年提案工作情况，

区政协常委会着力在提案质量、办理

实效和服务水平上下功夫，提案工作

取得了新成效。

委员们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今后

要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主动适应

新形势，努力提升履职能力，更加有

效地履行各项职责，聚焦我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形

成有质量的调研报告，提出有价值的

意见建议，为奋力实现美丽幸福新临

安建设大跨越贡献更多力量。

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政协两个报告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昨日上午，参加区第十

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们先后来到

玲珑街道和板桥镇上田村，实地感受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村落景区建设

等工作给我区城镇、乡村带来的新变

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钢，副主

任陈伟民、罗石荣、吴云海、胡廖明和

区人民法院代院长王文柱、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沈亚平参加活动。

过去一年，是临安大征迁、大建

设、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临安通过

城中村改造、交通道路改善等工程完

善城市配套；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村落景区建设等举措焕发乡村面

貌新气象。一路上，代表们不禁为临

安城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叹。

“这里变化太大了，跟以前完全

两个样。”沿着玲珑街道夏禹桥文化

公园、唐家头安置小区区块、雨巷、玲

珑印记馆走一圈，区人大代表、东门

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杨金华

对玲珑街道的整洁、美丽印象深刻。

“以前来这边，总感觉街上店面乱七

八糟，背街小巷也一塌糊涂。现在的

玲珑让人眼前一亮，河水清了、道路

平了、庭院美了，整个环境都靓了。”

去年以来，玲珑街道以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契机，通过实施“城改+整

治”的整治模式，推动街道驻地由老集

镇向城市新街区的历史性转变。

在板桥镇上田村，讲解员带着代

表们参观了上田客厅、“上田十景”、村

文化礼堂等区块，并向大家介绍了“文

武”上田的由来以及十年变革之路。

“上田的名声早有耳闻，但从未真正见

识过。”区人大代表、锦城街道万马社

区党委书记过双玲表示，上田村的改

变就像一个励志的故事。通过村落景

区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建设，上田

村不仅村庄面貌令人赏心悦目，村风、

民风也处处散发着正能量，给人欣欣

向荣的感觉。

“其实，不仅是玲珑街道和板桥

镇上田村，临安的很多地方都在一点

点向好的方向发展。一项项工程的实

施不仅改变了城乡旧貌，也提升了文

化内涵，让老百姓可以追求更高层次

的精神需求。”区人大代表、区职教中

心教科室主任潘张红说，“面子”光鲜

固然重要，但“里子”内涵更加不可或

缺。随着一座座文化礼堂落成、一个

个文化公园开放、一条条绿道建成，

说明临安不仅在硬件设施上日益完

善，文化建设也紧跟其上。

参加区第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代表们

喜看城乡发展新变化

图为人大代表在玲珑街道夏禹桥村考察。 记者 陈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