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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 7 月以来，潜川镇大力推进“百日大攻

坚，争创示范村”全域拆整行动，围绕“无违建”创建的“十

无标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截至目前累计拆违 1096 处

共 109835 平方米。

在拆整工作中，该镇通过“地毯式”摸排方式，组

织各驻村团队、镇“三改一拆”办、城管中队等多方力

量，对全镇范围内的违建进行摸排，确保应拆尽拆不遗

漏。分阶段定量交办拆违任务，采取“一日一通报、一

周一小结、每月一推进”督促模式，通过工作简报、小

结会议、推进大会等形式持续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确

保拆违力度不减弱。

“大家快行动起来。潜川镇党委政府的这次‘百日大攻

坚 争当示范村’行动是今年以来最重要的行动，大家一定

要对照‘十无标准’，宣传好、落实好。”行动中，老党员倪吾

全利用村里文化活动的机会，挑着展板宣传“三改一拆”，

向群众讲解全域拆整工作的意义与政策。

在青山殿村，镇、村干部上门给违建喷上“拆”字。“把

‘拆’字喷了之后，老百姓都看着的，对我们也是种压力。有

压力更有动力，这样能更好地推进工作。”青山殿村党委书

记徐虹说。

在七坑村，党员干部主动为村民解决拆违的后顾之

忧。“我本来还担心，拆掉以后家里的鸡、鸭怎么办，一时也

弄不好。没想到镇村干部当场就行动，帮我解决了这个难

题。”七坑村村民缪安东说。

据悉，潜川镇公开了全域拆整监督服务热线电话，解

答群众咨询，接受群众监督，确保拆整工作公平、公开、公

正。行动开展以来，已受理举报 21 件，办结 19 件，剩余 3

件正办理中。

7 月以来拆违超 10万平方米

潜川镇大力推进全域拆整行动

城市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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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生活垃圾逐年增加，生活垃

圾处理越来越困难，加上广大群众对

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对生

活垃圾的分类处理需求也日益增加。

临安一年有 5 万吨易腐垃圾要处理，

战胜万吨垃圾，推进绿色发展，临安

责任在肩。

为扎实推进年初确定的民生实事

工作，2019 年，我区围绕省市垃圾分

类工作目标，以“科学规划、全员参

与、整体推进”为工作原则，结合垃

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全力做好城区生

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市级示范小区创

建工作，积极推进年处理 5 万吨易腐

垃圾项目。

都说现在临安的孩子是最棒的垃

圾分类先行者。2019 年 5 月，区城管

局、教育局共同启动垃圾分类进校园

“一校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旨在有效

发挥学生“1+6”的宣传作用，走进千

家万户，开启“全民分类时代”。截止

目前，已实现临安区中小学宣传覆盖

100%，分类覆盖率达 100%，分类准

确率达 80%以上。

同时，我区以传播手段建设和创

新为驱动，推进媒体宣传融合发展。通

过制作网络情景剧、开辟电视时尚专栏

《垃圾分类时尚说》、举办垃圾分类达人

秀晚会等方式，将垃圾分类内容等以多

种形式飞入百姓心中。

为不断创新垃圾分类文化营造工

作，把无形的思想、观念融入有形的

项目、活动载体中，我区还按照一月

一主题的既定方案，先后推出系列主

题活动。

“垃圾分类宣传月”，依托组织部

“红管家联盟”以及干部考评体系，要求

机关单位结对小区、党员结对社区、中

层联系自家小区，发动全区机关人员集

中开展进门入户活动。据统计，总计 83

个单位，在 186 个小区开展各类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 8 万余份，将垃圾分类科

普知识送入千家万户。

“垃圾分类执法月”，以城管局“蓝

剑行动”为抓手，剑指垃圾分类，进小

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机关单位，通过

指导教育、立案查处的方式将法制理念

沁入人心。截止目前垃圾分类教育整改

2510 起，立案查处 309起。

“垃圾分类全民参与月”，为营造立

体式宣传的浓厚氛围，区分类办投放大

量改编油画、广告、墙绘、宣传片在各大

汽车站、公交站、电子屏，实现“让每面

墙壁说话，让每个角落育人”。以全民参

与，全城大搜索的方式，引导市民随手

拍一拍，寻找身边的垃圾分类元素。引

发强大的舆论推动，引导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竞赛月”，开展垃圾分类

环保作品赛、学生绘画、征文比赛、机关

单位知识竞赛等各类赛事，多渠道、多

形式地强化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文化建设是促进城市内涵发展的

关键抓手，文化培育是铸造一座城市的

“精神和灵魂”，我区致力树立文明生活

新风尚，通过加快构筑思想文化建设高

地和道德风尚建设高地，芬芳城乡、照

亮了社会。

记者 刘佳人

垃圾分类 让绿色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共建文明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系列报道之四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松材

线虫病害是我区

山核桃林地乃至

全国林业面临的

重大问题，前不久，区人力社保局在

“三服务”走访活动中发现，浙江同创

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松材线虫

病一体化防治项目，但在关键环节即

利用无人机监测松材线虫病上遇到了

技术难题，项目停滞不前。

了解到该情况后，区人力社保局

主动作为，“三步走”有效破解企业

发展难题。“所谓的‘三步走’，即指

导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精准招引

高端专业人才，以及积极建立院企联

合研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

挥的主要作用就是牵桥搭线，创造平

台。”区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在帮扶过程中，区人力

社保局派遣服务专员，全面梳理企业

发展情况，对接省博士后管理委员会

等相关部门，为招引博士进企研究搭

建平台。与此同时，充分利用省市海

外人才网、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招引

平台，先后对接浙江大学、湖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十余家，积极

寻找无人机监测松材线虫病方面的高

端专业人才。10 月，成功引进博士茹

磊，她的研究课题 《基于无人机的松

材线虫病防治技术研究》 正是企业所

需要的技术方向。另外，区人力社保

局积极帮助企业多次与浙江大学、浙

江农林大学等高校对接沟通，成功帮

助企业和农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达成

合作协议，联合开展企业博士后课题

研究，共同攻克项目技术难题。

目前，同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已

与区农业农村局签署合作协议，获得

扶持资金 29 万元，并在我区 9 个镇街

25 万亩林地实地应用，监测病树

44964 棵，准确率高达 95%以上。该

研究项目也被列为浙江省利用无人机

监测松材线虫病试点项目之一，并首

个通过验收，为下阶段全省全面开展

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做出示范、提供

样本。

帮助浙江同创空间技术有限公司

攻克技术难关，是区人力社保局“三

服务”活动开展，为企业解决难题的

缩影。今年以来，区人力社保局根据

自身工作实际,把主题教育与开展“三

服务”活动紧密结合,实干苦干促落

实。截止目前，共走访农户 272 户，

集中主题宣讲 7 次；组织双向工作交

流会 3 次；走访企业 95 家次。收集各

类问题 72 件，办结率 100%，满意率

100%，办理交办件 6 件，均在办理期

限内完成。

区人力社保局扎实推进“三服务”活动
精准引才破解企业松材线虫病监测难题

本报讯 我区的语言文字工作，因

地制宜，呈现诸多亮点。

区中小学生汉字听写大赛已连续

举办了三届，古诗词听写大赛已连续举

办了两届。做到全体学生参与，层层选

拔，全区中小学校掀起规范写汉字的热

潮，激发了学生热爱汉字、热爱古诗词

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学生汉字书写能力

的提升。区教育局研训中心每年都要举

行中小学普通话特长生测试和书写书

法特长生测试。参加普通话特长生测试

报名人数在 3000 人左右，书写书法特

长生测试报名人数在 4000人左右。获

普通话、书写书法三级证书的占 20%左

右，获二级证书的占 50%左右。通过这

样的活动，学生说普通话写规范字的意

识和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今年 7-8月，区教育局组织全区少

先队员开展了“我是家乡小主人，啄木

鸟在行动”假日小队活动，共有 28 所学

校 156支小队 829人参加活动，队员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访家门口的主要街

区、景点、医院、工厂等地，找出不规范

的文字有 2500 余处。各校针对孩子们

的查找情况，通过队课的方式展开讨

论，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对于规范使用

汉字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为我区的

语言文字的整改工作出了一份力。

全区各镇（街）语言文字工作也渐

入佳境。昌化镇紧紧抓住杭州市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契机，充分挖掘昌化千

年古镇的文化内涵，以语言文字规范化

创建为基础，对唐昌街风情商业街、东

西街慢生活街区、滨江路商贸精品街等

进行提升改造，利用古建筑新建了南门

弄的昌化印象馆、农事陈列馆、非遗文

化馆这 3 个展馆，同时开展了示范街、

示范岗创建，把握重点、督促整改，共整

改公共场所不规范用字 80 余处，通过

整改，既保证了各场所文字规范、美观，

又保留了古镇的文化底蕴，散发出独特

的魅力。

河桥镇对 45 家民宿进行了整改。

河桥镇语言文字规范化办公室就民宿

店照店牌是否规范、门前三包卡是否正

确、门条广告是否规范进行了多次巡查

整改，并为每一家民宿配备了推普宣传

牌；湍口镇开设了“八都讲坛”，迎丰村

文化礼堂国学讲堂邀请专业人员讲解；

清凉峰镇开展了村民经典文学诵读活

动和汉语拼音扫盲活动；太湖源镇把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融入精

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利用春节、清明、端

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广泛开展中华经

典诵读、书写等活动，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提升群众文化素质。

在具体工作中，我区还特别处理好

了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的关系。推广

普通话不等于消灭方言，在推广普通话

的同时要保护好方言。（下转第 2 版）

我区语言文字工作亮点纷呈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吴亚舟

本报讯 舒适健康成消费新需求，LED 照明产业迎来

健康照明时代。近日，LED 健康照明成果发布会暨光健

康和光医疗讲座在青山湖科技城规划馆召开,全国光辐射

安全非相干光辐射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成员，光健康、

光医疗及健康照明领域专家学者，相关科研院所研究人

员，及 20 余家临安 LED 照明企业负责人、技术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议由全国光辐射安全非相干光辐射标准化分技术委

员会和区科技局联合举办。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医院光医学专家顾瑛，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院士国际照明委员会前主席 Yoshi Ohno 博士，国际智慧

健康照明研究院美籍科学家 David Sliney 博士，美国精

神障碍光疗专家 Elaine Cook 博士，国际光生物安全测

量标准组长、浙江大学牟同升教授，分别分享了 LED 在

光健康、光医疗以及健康照明应用等最新研究成果。国际

智慧健康照明研究院则发布 4 项 LED 健康照明的技术成

果。

我区是中国电光源制造基地，近年来全面贯彻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集聚创新资源要素，构建新型产业链与创新

链，从普通节能灯向 LED 产业转型，着力推进临安 LED

产业现代化发展。此次发布会旨在加强专业科研院所与企

业的精准对接和交流，将科研院所的优质科技成果，在临

安就地转化、产业化，进一步提升临安产业的竞争力。LED

健康照明是照明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抓住这一机遇，发

挥产业整体优势，提升 LED 健康照明的技术能力，将推动

健康照明成为我区光照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LED健康照明成果发布会
在青山湖科技城召开

摄于板桥镇上田村 记者 金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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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浙江天晟律师事务所、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寸

草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锦城中医医院共同开展“乡村振兴法
治服务”活动。在太湖源镇指南村，法治服务小分队为村民提

供了法律咨询、健康体检等公益服务。为迎接第六个国家宪法

日，近期区司法局、辖区各律所纷纷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记者 朱陈伟 摄

法治服务进乡村

走亲连心
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