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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昌化镇日前召开

的美丽昌化创建大会上获悉，今年，昌

化镇将重点推进美丽城镇、村落景区和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三大创建”工作，

实现美丽城镇再升级。

近年来，昌化镇先后完成了浙江省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板镇、国家级卫

生镇、省级森林城镇和省级 4A级景区

镇的创建。在配套上，完成圣庙路拓宽、

南四路、座龙山路等道路建设，并顺利

推进东街段城防、滨江南路贯通、自来

水集中联片扩网工程等项目建设。农村

文化礼堂实现全覆盖，后营精品民宿村

打造有声有色。当前，美丽昌化创建，既

包括环境的美丽，也包含产业的美丽。

据了解，美丽城镇将按照公共服务

中心、区域交通枢纽、旅游集散中心、西

部富美龙头的功能定位，按照“五个美”

“十个一”工作要求，打造“杭徽门户重

镇、生态品质新城”，创成县域副中心型

美丽城镇省级样板。村落景区创建以昌

化溪为纽带，以电商产业为主题，打造

集电商平台、数字农场、教育培训、旅游

配套为一体的特色村落景区。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则涵盖上营、后葛、白牛和

后营 4 个行政村，通过创建，全域建成

具有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山水格局、地

域特色的美丽乡村新体系。

作为白牛电商小镇村落景区的核

心村落，白牛村目前正在进行电商大楼

的装修，包括绿道、钢丝桥建设。据悉，

当前一期建设基本完成，二期正在规划

设计，接下来还要招引民宿和酒店入

驻，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昌化镇推进“三大创建”致力美丽城镇再升级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日前，於潜镇美丽城镇村

落景区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

耕织云庐项目现场举行。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建设的项目

共有 13 个，总投资约 3.13 亿元。耕织

云庐项目是此次开工的重点项目之一，

项目总建筑面积 33171.73 平方米，总

投资约 1.38 亿元，是一个集博物馆、酒

店、居住为一体的商住混合项目。耕织

图博物馆的建设，增加了於潜耕织文化

的传播途径，丰富了耕织园研学基地的

内容；商业部分将把耕织图大酒店打造

成於潜镇第一家四星标准酒店，缓解目

前於潜镇游客住宿接待量不足的问题；

住宅部分将建设叠墅和中式合苑，让居

民享受到坐拥绿水青山的田园生活。

“疫情对经济社会产生了影响，此

次集中开工，吹响了於潜镇聚时聚力、

奋力推进项目的号角。”於潜镇相关负

责人说，耕织云庐项目是於潜镇美丽城

镇村落景区建设的重要一笔，有助于於

潜镇整体品位和老百姓获得感的提升。

为推进重点项目，於潜镇以党建

“磐石”工程为引领，全面推进规范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体系深化，统筹“点线

面”。“点”就是以重点项目为基点，每个

项目明确一名牵头领导、一个责任科

室、一个领办行政村，全权负责项目建

设各项工作。“线”就是根据美丽城镇、

村落景区两大块工作划分工作专线，各

专线由分管领导统筹，协调推进各项任

务落实。“面”就是各分管领导在抓好片

区、项目建设的同时，统筹抓好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工作。

於潜镇美丽城镇村落景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通讯员 童悦

本报讯 近日，为有序推进省级美

丽城镇创建工作，河桥镇凝聚多方合

力，落实三大举措，为创建省级美丽城

镇保驾护航。

坚持“规划先行”。围绕美丽城镇创

建“十个一”、“五个美”总要求，多次与

规划设计单位实地踏勘山体公园建设、

绿道建设等美丽城镇计划实施项目，广

泛征集河桥村、泥骆村、云浪村三个项

目实施村党员、群众意见建议，同时充

分融入河桥古镇文化、抗战文化、水文

化等文化要素，经多次规划评审会议后

编制出台《河桥镇美丽城镇创建总体规

划》，为创建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建立工作机制。成立美丽城镇创建

工作组织机构，形成“一办八组”工作机

制，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出台《河桥镇美

丽城镇创建工作实施意见》，镇主要领

导还以向班子成员下达任务书、与项目

实施村主要负责人签订责任状的形式

立下“军令状”，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有序复工复产。充分利用“复工宝”

平台的智慧化监督作用，将其推广至美

丽城镇实施项目的相关企业和工地，帮

助企业和工地录入员工的信息及防疫

物资储备，通过平台数据及时掌握复工

人员的信息，助力企业和工地安全复

工，目前该镇美丽城镇项目都已顺利复

工复产。

据悉，下一步，河桥镇将紧紧围绕

“创建省级美丽城镇文旅特色型样板

镇”这一工作目标，倒排计划，全力抓好

落实，以“一办八组”工作机制的高效有

序运转保障创建取得实效。

河桥镇三大举措推进省级美丽城镇创建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龚苏杭

本报讯 清理路面堆物、规范占道经

营、整治违法停车……一场环境整治提

升集中攻坚行动正在临安城区如火如荼

开展。自 3月初以来，区城管局围绕“重

点路段、重点问题、重点信访”三大重点

内容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蓝剑 11 号暨

序化集中攻坚月专项行动”，通过集中攻

坚整治“一物二摊三车”街面乱象，推进

精细化、长效化管理。

“前期，我们通过建立攻坚整治‘汇

总、分析、研判、会商 ' 工作机制，对城区

‘重点路段、重点问题、重点信访 ' 内容

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制定了问题清单

及整治清单，分批次有序推进城区全域

序化整治。”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推进此次集中攻坚行动，实行了“三

重”破解推进分包制，推出“局领导包街

包路、科室长破难破题、中队长下访接

访”等系列举措。同时，固化“堆物清理

队、违停管控队、执法保障队”等三支工

作力量，精准围绕物、摊、车等重点问题，

分类施策、全局动员，合力推进。

专项行动中，区城管局各城区中队

优化勤务模式，增派人员力量，提升严管

标准，围绕四路（临天路、江桥路、临水

路、畔湖路）及两弄（景杉路、六园街），逐

街逐路开展“一物二摊三车”，即沿街堆

物，占道设摊、流动设摊，机动车违停、电

动车乱停、僵尸车堵停的乱象整治。

与此同时，区城管局落实长效巡检

制度，对整治路段开展“回头看”，确保

“整治一条、靓丽一条、固化一条”，并逐

步向其他街路延伸。截止目前，“序化集

中攻坚月”专项行动中共出动执法队员

280 人次，清理占道堆物 43 车，教育、查

处出店经营 430 处，流动设摊 130 处，

抄告人行道违停机动车 784 辆、拖离 6

辆、锁扣 15 辆，拖离无序停放非机动车

185辆，施划非机动车泊位线 2600 米。

接下来，区城管局还将根据整治计

划清单，对衣锦街、广场路等 20 余条重

点街路，围绕“一物二摊三停”等乱象重

拳出击整治，做到重点路段逐街整治、重

点问题逐个严查、重点信访逐个销号，提

升城区序化水平。

重拳整治“一物二摊三车”街面乱象

区城管局开展“序化集中攻坚月”专项行动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后，南苑小区的居住

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眼下，南苑小区鲜花盛

开，绿树吐芽，生机盎然。
记者 金凯华

实习生 吴成浩 摄

南苑小区新气象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孙文霞

本报讯 春耕备耕时节，除了种子下乡、农资下乡，拖

拉机保养服务也下乡了。日前，由浙江农林大学和区农业

机械管理总站专家带队的 8人服务小组，前往天目山镇

杲村农机植保专业合作社和板桥镇洪军农机植保专业合

作社，提供农机机械保养和检修服务，受到了植保大户们

的欢迎。

众所周知，规模化农业需要机械化程度高。这两家合

作社拥有的农机设备比较多，也比较先进，保养起来就更

讲究。农机服务小组对大户们的农机设备，进行了安全技

术检验和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共计检验农机具 36台，排

查安全隐患 1处，整改 1处。

此外，农机服务小组还重点对农机具的存放、保养等

问题指出整改建议。“七分用，三分养”，农机具要避免使

用中可能会出现的故障，就要在实际生产中科学使用、妥

善保养。

“现在农业劳动力结构快速转变，农民对农机作业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作为春耕备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

对农机具进行保养检修，保证农机作业安全，才能确保春

耕备耕的有序进行。”区农业机械管理总站负责人表示，

现在农机具的种类越来越多，价格也不菲，农机服务下乡

已连续开展多年，目的就是根据形势更好地服务农业生

产。

农机保养服务“送到家”
春耕生产有保障

2日下午，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党员赴区烈士纪念馆

开展清明祭扫活动，敬览烈士事迹，传承先烈精神。
记者 陈伋 摄

通讯员 陈莉

本报讯 吴越王钱镠保境安民、善事中国，家训家风谨

严，三世五王成就千秋伟业，钱氏后裔源远流长、枝繁叶

茂。钱镠为长三角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为特定历

史时期国家的和平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我区自 2011 年开始，每年清明节期间在钱王陵园

举行“清明恭祭钱王”活动，已连续举办了 9 年。今年，由

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以及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

封闭式施工的现状，取消了庚子年“清明恭祭钱王活动”。

为了表示对钱王的纪念和缅怀，2 日下午，区政协、区钱

镠研究会、临安吴越文化促进会代表来到钱王陵园，向钱

王敬献花篮。我区钱氏后裔们也自发前往钱王陵园向钱

王敬献鲜花。

清明前夕向钱王敬献花篮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昨日，我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暨隐患暗

访曝光交办会，通报上一期隐患暗访曝光工作情况，部署

下一步重点工作。

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助力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战两胜”。日前，区安委办组织应

急、住建、交通、消防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牵头单位，并借

助第三方社会化服务机构，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今年第

一期隐患暗访工作。此次暗访聚焦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

产安全问题，围绕工矿商贸、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消防安

全等重点领域，共暗访各类企业（在建工地）44个。

会议要求，要克服麻痹的思想，疫情之下，情况特

殊，各牵头单位和相关镇街要对号入座，切实履行好责

任，结合复工复产，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以攻坚

战为抓手整治重点领域，18 个镇街和 15 个专委会要对

照工作任务，开展集中攻坚，按照“提本质、遏重大、

降较大、减总量、保安全”的总要求完成重点领域整

治。要落实工作责任，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部门的监

管责任、镇街的属地责任要落实到位，执法部门要发挥

好自身的作用，加大执法力度，宣传部门要创新形式，

确保宣传教育到位。

我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例会
暨隐患暗访曝光交办会

清明祭英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