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临安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星期二

2020 年 6 月

庚子年五月初十

30 LINAN TODAY

第4208期
今日 4 版

临安发布

最临安

昌化镇持续深化“大整治大提升”集中攻坚行动
记者 朱艳 实习记者 汪未
本报讯 近日，
在昌化镇步行街上，
又出现了一群熟悉的身影——
—他们或
清扫路面做好分类垃圾，或将路边电
瓶车拖到一块摆放整齐，或协同店主
将堆在外面的商品搬回店内……自 5
月 19 日昌化镇启动“美丽杭州”创建
暨“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
升”集中攻坚行动，这样的“扫街”、
“清
街”行动已经成为常态。
开展“大整治、
大提升”
集中攻坚行
动是打造全域景区的靓丽昌化、助力
美丽城镇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当下

文明城镇内涵提升的重要载体。昌化
镇以此为契机，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
班，集结城管、交警、路政、环卫、综合
信息指挥室、村建办、农办等多方精锐
力量。围绕城市道路及两侧环境、城市
河道环境、公路交通两侧环境、建筑工
地周边环境、集镇综合环境、住宅小区
环境、园林绿化环境及道路交通秩序
等八大主题开展集中治理。
截至目前，工作专班共集中清理
房前屋后堆积物 340 处，规范非机动
车停放 312 处，教育和查处人行道违
停 257 起，纠正出店经营 472 起，成效
明显。

“天气这么热，他们还是每天都来
检查，我们也不好意思乱堆乱放，现在
整个步行街都清清爽爽的。”百平灯具
店店主黄百平笑盈盈地说。
“路面上破损的窨井盖都更换了，
道路两旁的绿化也常有人修剪维护，
路面更干净，家里的灰尘也少了。”昌
化东街村民钱大姐对此深有感触，
“以
前路面扬尘多，家里几乎每天都要打
扫。现在道路沿线环境好了，家里卫生
状况好了很多。”
为营造全民参与环境整治的浓厚
氛围，昌化镇还结合美丽城镇省级样
板创建工作，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美丽

昌化 我先行”主题活动为切入口，大
力造势，
掀起全民动员宣传热潮。巡逻
车广播喇叭分时间段播报创建文明昌
化的倡议书；集镇党员干部深化包干
机制，每天上门对包干农户庭院、四周
卫生情况进行检查指导；昌化老年大
学 27 名志愿者和 9 名妇女干部自发
组成党员环境整治志愿队伍，在大街
小巷进行“地毯式”宣传……“接下来
还将围绕‘洁化、绿化、序化、美化、靓
化’目标，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任
务，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整治难
题，为美丽城镇颜值提升持续发力。”
昌化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锦南街道开展路域环境“大会战”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沈菲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城镇精细化
管理水平，营造整洁、有序、靓丽的城镇
环境。近日，
锦南街道多方合力推进“城
镇环境大整治、城镇面貌大提升”百日
攻坚行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路域环境
整治
“大会战”
。
锦南街道发动机关工作人员、村社

党员干部、
工会、
青年团员、妇女志愿者
等 120 余人，重点围绕 10 个村（社）、8
段主干道路两侧以及建筑工地，对乱堆
乱放、乱搭乱建、牛皮癣、户外广告牌、
占道经营及违停车辆等进行逐一清理
与处置，
纵深推进环境卫生整治。
此次行动共拆除乱搭建违 6 处、清
理占道经营 13 处、清除户外广告牌 12
处，
清理杂物、垃圾 6 车、
拆除视觉污染

点 25 处，规范非机动车摆放 30 余辆，
张贴规范停车告知书 61 份 （含电瓶车
乱停放），进一步提升了市容市貌。
据了解，
自区“城镇环境大整治、城
镇面貌大提升”
百日集中攻坚行动视频
会后，锦南街道就迅速组建“1+1+N”
工作领导小组。每个班子成员带领一个
科室、负责一个片区、牵头落实城镇道
路两侧环境整治、
城镇河道环境综合整

治、公路轨道交通两侧环境整治等 N
项指标。通过“步巡 + 车巡”
结合，
重点
清理和拉网式巡查方式进行重点管理。
下一步，锦南街道将继续加大巡查
监管力度，加快推进百日攻坚大行动，
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
开创“美丽南区、活力新城”建设新局
面。

区党外代表人士调研产业发展工作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昨 日 ， 区 党 外 代 表 人 士
调研产业发展工作。区委常委、统战
部长吴春法，区政协副主席张敏，各
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主要负责人和有
关代表以及统战部、发改局、经信
局、财 政 局、农业 农村 局、商务 局 、
文旅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调研了新农
人联合会平台服务中心、区大学生
（留学 生） 创 业园、南洋 装饰 纸有 限
公司，了解经营状况、发展思路等内
容，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了区农业
农村局、区经信局和区文旅局今年以
来相关产业发展的介绍。
就下一步做好民主集中建言活
动，吴春法指出，党外代表人士民主

集中建言活动为党外代表人士搭建了
知情明政的平台，促进了党外代表人
士履职尽 责 、优势 作 用的有 效 发挥，
已成为我区统战工作的特色品牌。要
将此项活动进一步深化、强化并且固
化下来，做好借势借力文章，不断提
高建言质量，为临安发展献计出力。
吴春法要求，要找准“小切口”，
紧扣重要产业发展精准选题、瞄准靶

心，加强队伍建设，组建专业化、有
经验的调研团队。要深入开展调研活
动，以实地走访、收集资料、座谈交
流等多种形式推进调查研究，全面掌
握情况，分析问题原因，提出对策思
路，形成有分量、有价值的建言献策
材料，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
考。

“云直播”
大明山索道应急救援演练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部门和索道经营企业应对索道
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协调配合、快速
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28 日，
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联合区人民政府在大明山景

瞰临安

区开展客运索道应急救援演练。
演练模拟大明山景区内，因索道机
械故障，
一名游客被困索道吊箱。大明山
索道于 2010 年建成投入使用，
为车组脉
动式索道，
总长 670 米，
高差 258 米，
共
4 组 16 个吊箱，
8 个支架。演练中，
游客
被困 2 号吊箱，该吊箱位于 2 至 3 号支

架之间，
离地面垂直距离 15 米。
“事故”发生后，景区、相关管
理部门随即启动索道高空垂直应急救
援方案，组织集结应急救护组、通信
联络组、安全保卫 组、医疗救 护 组、
后勤保障组等开展施救。应急救护组
实施救援，其他各小组协调配合。经

如画苕溪

过 40 分钟左右的救援，“被困乘客”
安全到达地面，医疗救护组人员对其
进行身体检查。
本次演练首次采用“云直播”形式，
通过无人机多机位、分镜头等设备和技
术支撑，将外拍镜头投屏至主会场和
18 个分会场，
实现远程近景观看。

本报讯 （记者 汤君芳）日
前，
区人大常委会举办法制讲座，
集中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文钢，副主任俞琳波、陈伟民、
钱铮、
童彩亮、吴云海、胡廖明，区
人民法院院长王文柱，区人大常
委会委员参加讲座。
1989 年 2 月 21 日，第七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传染病防治法》；2004 年 8 月和
2013 年 6 月分别进行了两次修
订。
会议邀请了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浙江省传
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理首席专家陈直平作关于 《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的专
题讲座。他结合自己多年从事并
研究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等方面
工作的实践，并结合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从我国传染病
防治工作法制化历程、传染病法
定种类、
预防手段、控制措施等方
面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进行了专业解读，并对今后
的传染病防控提出了意见建议。
会议强调，
《传染病防治法》
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
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身健康和
公众卫生安全而制定的一部重要
法律，也为各级政府加强传染病
防控提供了法律保障。当前，传染
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全体与会人员要以此次辅导讲座
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传染病防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为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
航，
为“两战都要赢”作出人大更大的贡献。
区人大办及各工委负责人，区卫健局相关人员聆听了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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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职工疗休养工作布置会召开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28 日上午，我区召开职工疗休养工作布置会。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云海、副区长鲁一成参加会议。
会上，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
区疗休养精品线路。据了解，目前，
我区已公布疗职工休养
基地 85 个，其中，杭州市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 25 家，临
安区级职工疗休养基地 60 家，
涉及景区、
酒店和民宿等，
还
拟增加 33 个。与以往疗休养政策有所不同，
今年疗休养鼓
励在临安区范围内开展，
并且各单位可结合工作性质、要求
等实际情况，采取相对灵活的休假安排，在公布的职工疗休
养基地实施短途多次疗休养活动。同时，
疗休养活动既可组
团委托定点旅行社承办，也可经批准后自行选择疗休养基
地，
开展短途多次疗休养。
会议强调，做好此次疗休养工作是落实“六稳”
“ 六保”
的需要，
是促进临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要高度重视疗休
养工作，各部门、镇街要各司其职、共同努力，加强工作统
筹，抓好、
抓实今年疗休养工作。要读懂弄通现有文件精神，
加大疗休养政策宣传力度，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和倡导“临
安人游临安”
，同时要吸引更多区外客源来临疗休养，刺激
旅游市场复苏，
持续集聚人气、
促进消费。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我区 5 项目列入省级
“四个百项”
计划
记者 高红波
本报讯 省经信厅昨发布全省“四个百项”计划，其中
我区有 5 个项目入选，总投资 16.16 亿元。
2020 年浙江省“四个百项”重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计
划，
共有项目 430 个。
“四个百项”
重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
具体是指百项智能化改造示范项目、百项新兴产业示范项
目、百项产品升级和工业强基示范项目、百项绿色制造示
范项目，也包含在疫情防控中实施的防疫物资智能化改造
示范项目。
我区入选的 5 个项目分别是：华正新材年产 650 万方
高频高速覆铜板青山湖制造基地二期项目、鸿雁管道 5 万
吨绿色环保建筑塑料管道系统项目、福斯特年产 2.5 亿平
方米白色 EVA 胶膜技改项目、福斯特年产 2 亿平方米
POE 封装胶膜项目和杭氧板式厂一号真空钎焊炉及配套
设施改造项目。
区经信局表示，
“ 四个百项”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实施
一批重点技术改造示范项目，带动全省工业企业实施智能
化技术改造，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促进新兴产
业发展，落实“两手硬、两战赢”要求，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
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