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霞 编辑：李天涯 校对：徐红燕街巷
QIANTANG NEW AREA DAILY

河庄三个村社获评“市年度示范村社”

迎亚运义蓬街道按下环境“美颜键”

■记者 尹思燃通讯员 喻萍萍

近日，2020年“杭州年度示范村社”名单
出炉。河庄街道知行社区、建设村、向公村三
个村社榜上有名。

据悉，“杭州年度示范村社”考评内容主
要分为社区（村）居民满意度、社区（村）党组
织及廉政建设、居（村）民自治、社区（村级）法
治、社区（村级）服务、社区（村级）平安和社区
（村级）文明等七类项目，其中居（村）民满意
度权重最大，占到总分的1/3。

建设村以“创业惠民、创新强村”为治村
理念，着力统筹村庄经济发展，村级经济有了
质的飞跃。一方面，群建村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积极做好现有企业的服务工作，着力帮助
其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方针政策宣传、后勤服务保
障等工作，为企业安全生产、高效产出提供强
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切实盘活存量，通过加
大对闲置厂房的改造和闲置废地的利用力
度，积极招商引资，既为集体增收，又为村民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020年，建设村危旧厂
房改造工程圆满完成，大型企业顺利入驻，为
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

同时，建设村有效完成并实现了垃圾分
类工作，新建垃圾中转站、可再生资源回收
站，对全村的9个池塘进行提升改造，并投入
150万元对全村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路、沟、
渠进行升级建设，环境面貌、民生事业持续改
善，村民满意度日益提升。

近年来，向公村也围绕“信息农业、和谐
农村、幸福向公”的发展目标，先后投资2500
余万元，完成村庄整治、生态建设、村民休闲
娱乐场所建设等一系列工程，村民的幸福感
不断得到提升。

2020年，向公村文化礼堂获评浙江省五
星级文化礼堂。该村以历史人物张夏为渊

源，因地制宜，深入挖掘村落文化内涵，打造
“张夏绥佑、和谐向公”的文化品牌，建设了仿
古戏台、张夏桥、向公亭等，发扬张夏治水精
神、沙地文化，充分彰显了向公村的历史底蕴
和人文景观等风貌。为更好地满足村民精神
文化需求，村里设置了农耕文化纪念馆、科普
展览馆、百姓剧院等，“品沙地十碗头，庆九九
重阳节”民俗文化节、国学开蒙礼仪、新人礼
仪、“文明新风奖”评比等富有村庄特色的文
化活动，有效助推文明和谐乡村文化建设。

知行社区则以“启明星”大党委为基础，
社区党支部作指引，以“江城至美、至善知行”
为品牌打造“1+9+X”特色社区发展之路，在
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四善五心”
理念。

以“知行党课讲座”“非遗皮影戏”等丰富
多彩的党日活动，让“善治”的红色精神浸润
居民内心；巾帼志愿队、大学生志愿队、葡萄
树公益服务中心等社会公益团体相继涌现，
将“善助”的种子播撒在群众身边；积极引领

“采悠读书社”“书卷文艺社”等社团成长，同
步开展“书卷知行，悦读有你”读书活动、老年
大学课堂等，让“善学”的氛围传扬；在社区组
织的小区高层消防演练、涉及疫情防控的返
乡人口调查行动等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积

极主动贡献力量，让“善为”的光芒照耀每一
个人。

“和美党建”引领白杨街道基层治理向美而行
■见习记者 董菊芳通讯员 郭迪庆 彭爽

白杨街道美达社区占地面积0.22平方公
里，总户数3221户，人口近万人，是白杨街道
位置最核心、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高的社区。

“我们社区商住区集聚，人员结构复杂，
还常常面临老小区硬件设施老化和新小区外
墙脱落等问题，矛盾纠纷频发。”居民事无小
事，美达社区党支部书记袁丽君积极行动起
来，以和美党建领导，形成三大引领，构建互
动平台、互助服务、互信家园。

党建引领聚合力
多方治理促成良性互动平台

美达社区基层治理以居民为中心，为居
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搭建平台，让辖区内的
热点难点问题从以往靠政府、靠基层主导解
决的模式转变为居民主导模式。在多年的实
践中，社区创新推出美达议事厅、和—美—达
治理工作法等治理方式，有效解决多项社区
头痛问题。

美达议事厅分为线上议事会和线下议事
厅两部分，截至目前共解决电梯消防大修、垃
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小区外围停车等大小
问题40余件。

党建引领聚人才
社会组织优化共享互助服务

社区工作，是做“人”的工作。积极培育
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升居民参与
感和获得感，在社区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社区以4个“1”模式，即1名社区网格长
（网格员），3名居民代表、楼道长、党员代表，
N名热心居民、相关职能部门等代表的“1+
3+N”全网走访模式；发掘一个居民骨干，带
领一批居民的“1+X”组建模式；建立一个微
信联系群、设立每月总结培训会、搭建一个成
绩展示平台的“1+1+1”辅助模式；线上线下
双线融合的“1+1”宣传模式，积极培育和发
展社区社会组织。目前美达社区社会组织中
心已成立了24家社会组织，挖掘带头人20
余名，成员400余人，涵盖3个居民小区、11

家企事业单位，以调解治理、志愿奉献、便民
服务、传统文化、文体健身五大类为主，不断
延伸社区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党建引领聚文化
以文会友建设睦邻互信家园

美达社区集聚了众多“新杭州人”，社区
以“文化”为纽带，积极建设友好睦邻关系，大
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融入度。

在支部领导下，社区建立“2+2”文化共
融计划，即打造两大活动场地，策划两大文化
品牌。社区全面提升活动室，打造“和美憶
家”文化家园，涵盖心理咨询室、象棋室、书画
室、儿童区等十大功能区；利用小区各公共空
地，增添健身设施30余件，加入党建、法制等
元素，打造“文化健身长廊”。在文化品牌上，
打造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系列、美达故事美好
榜样系列主题活动，让文化故事更打动人心。

如今，美达社区已荣获浙江省民主法制
社区、杭州市和谐社区等30多项省市区荣
誉。在和美党建的引领下，不断向美而行。

24小时巡查不间断临江飞地展现新貌
■见习记者 张华颖通讯员 陆锋

完善路网、整治环境、加强监管、提升服
务……飞地正在发生蜕变。

临江街道托管着约105平方公里的飞
地。由于种种原因，曾经的飞地缺乏监管，垃
圾偷倒，违章搭建等问题很多。自2019年街
道接管飞地之后，飞地的基础设施、安全监
管、环境美化等情况都有了明显改善。

据悉，目前街道把飞地划分为三个大网
格，每个大网格内又划分十个小网格，并安排
一名飞地管理大队队员负责一个网格。街道
要求，大队全体24小时、全年365天都有人
值守，每名队员每天的巡查时间不少于四个

小时，主要的职责有安全监管、环境检查、河
道巡查、问题上报等。

“3月初，我们联合新区环保部门对位于
十七工段的非法塑料纸加工点进行了取缔。
对于这种污染环境的、手续不齐全的企业，我
们发现一家、查处一家、取缔一家。”临江街道
飞地管理负责人说。

据队员介绍，当时他们在对河道进行巡
查时发现，有一处河道污染严重，于是顺藤摸
瓜，发现了塑料纸加工点。该点位隐蔽在民
房内，外面无特殊标识，也无审批手续。

在发现这一情况之后，街道立即上报新
区相关部门，并配合环保部门，对其进行取
缔。此外，街道对位于飞地的企业也高度重

视，一方面加大排查力度，要求其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另一方面做好对企业的服务指导，尤
其是在疫情防控、西湖益联保的购买、垃圾分
类等工作上，多次为企业召开专题培训。

“今年一开年，我们就和飞地内的200余
家企业签订了安全责任书，并且完善走访制
度，定期上门，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决
难题。”临江街道飞地管理负责人说。

今年，街道正在谋划“飞地设施改善行
动”，计划投资5500余万元，建设飞地警务
室，增设垃圾收集站点，继续加装监控，整治
十三工段路边市场，维修部分路桥等。

随着监管的深入、服务的提升、环境的美
化，“飞地”这一块热土，将发出耀眼的光辉。

■记者 尹思燃通讯员 王淑玲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提高群众对食品安全的认
识，新区从2021年开始进行常态
化的食品安全快速检车进社区服
务活动。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内配
备了农残检测仪、涡旋仪、电动离
心机、数显恒温水浴锅等仪器设
备。”新区市场监管分局相关负责
人进一步介绍道，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车可对蔬菜、水果、水产品、
食用油、蛋类、畜禽肉等常见食品
进行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氟喹
诺酮类、氯霉素、瘦肉精等项目检
测。一般在接收样品后30分钟内
出结果，其中兽药残留需要60分
钟内出结果，送样人员可现场等
待结果，也可以通过短信形式告

知检测结果。
截至目前，新区共进行了386

批次的快速检测，进一步提高居民
食品安全认识，保障居民“舌尖上
的安全”。

目前，新区共检测到两批次河
虾呋喃西林代谢物不合格，已按规
定开展监督抽检并进行立案处
罚。接下来，新区针对检测出的不
合格产品，将进行监督抽检，严格
依照规定实行下架、销毁、处罚等
措施。

据了解，新区今年将通过食品
安全快速检测车进社区活动，实现
辖区内7个街道114个村（社区）
全覆盖，且全年活动总数不少于
200家次。下一步，新区将充分利
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将食品安
全理念延伸至村（社区），提高居民
食品安全知晓度、参与度与满意
度，科学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半小时出具检测结果
新区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车进社区服务活动

■见习记者叶晨璐通讯员孙晗晓

本报讯 近日，义蓬街道开展
“迎亚运 展新貌 钱塘新区义蓬街
道’美丽杭州’环境大整治行动”。
街道机关、各村社、综合行政执法
队、交警、巡防员、公用事业管理处
及兴耀保洁、蓝天公益志愿者、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等多股力量联
合参加。

针对这次行动，义蓬提出要以
争创“杭州市优胜街道”和“洁美
杯”为目标，深入贯彻落实好环境
整治工作四项机制：要落实月度例
会机制，每月召开一次专班例会，
整治办全体成员及相关村社参加，
通报每月工作开展情况，协调解决
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要落实固定整治日机制，每月

10日开展环境大整治集中攻坚行
动，对近期上级督查抄告及日常检
查存在问题较多的区域，集中力量
进行整治；要落实班子领导带队检
查机制。每周安排两位班子领导，
带队检查环境卫生情况。对整改
困难件，以领衔交办单的形式，由
整治办下发至相关班子领导处进
行协调解决；要落实重复抄告件销
号机制。建立重复抄告件数据库，
明确责任单位，对重复抄告件进行
限时整改并加强巡查，确保问题不
再复燃。

各村社负责人纷纷表示，将全
力以赴，真抓实干，切实提高环境
整洁指数。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
按责任区域分组行动，或扫或拣，
或搬或抗，或铲或捞，共同为街道
按下“美颜键”，展示义蓬“靓”景。

建设村 向公村

知行社区

前进街道三举措完善“新钱塘人”配套服务
■见习记者王慧敏

在前进街道前悦社区，生活着3000余名
新钱塘人，作为前进企业职工的核心家园，社
区依托产业家园优势，以开放、包容、共享、多
赢的理念，为新钱塘人提供完善优质的服务
资源。

打造暖心阵地，为五湖四海的新钱塘人
构建温暖“避风港”。2月初，投入600余万元
的2000㎡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围绕

“红港湾”党建品牌，党群服务中心设置初心
港、创享港、活力港、成长港、服务港、共治岗
等6大板块，开设城市书房、健身房、手工作
坊、音乐舞蹈室、学习成长室等活动场所，集

红色初心、社企共享、休闲健身等6大功能于
一体的新钱塘人文化家园，致力建设成更有
温度的美好社区。

建立完善的共建机制是社区提供服务
保障的基石。“在社区，活动开展是以需求为
导向的。社区与10家企业联盟共建，推选
出 10名优秀职工担任社区楼栋党小组组
长，并结合职工作息形成19点议事共治制
度，”社区工作人员表示，“19点议事共治制
度”是社区与职工们重要的沟通桥梁。目
前，社区已召开议事会议10余次，推进人口
普査、垃圾分类等共治事务20余项，开展留
杭人员暖心过年、青春荧光夜跑等活动近
30场。

做好邻里服务，以最实的投入创造一流
的三生环境。前悦社区系统性规划调整15
分钟邻里生活圈内教育、医疗等功能配套布
局，形成幼儿园、小学、卫生服务中心等生活
配套体系，为新钱塘人解决幼儿上学、交通出
行等问题20余件。

“今年，社区将围绕党群服务中心的运
营管理及智慧社区的建设等重点工作，把智
慧化应用贯穿到社区的党建、人文、基层治
理等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前悦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许维表示，通过数字化
运用，社区将进一步强化安全保障，提升民
生福祉，让新钱塘人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归
属感。

钱塘地名故事

■见习记者 张华颖

1970年，7000多名知识青年
来到临江。挽起裤脚，挑土筑坝，
用双手创造新的土地；开渠挖沟，
选种育秧，在盐碱地上荒涂夺粮
……在临江兵团知青文化园里我
们可以触摸这片土地五十多年来
跳动的脉搏。

知青文化园位于临江街道纬
五线北面，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
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
团知青兵团旧址改建而成。园区
纪念馆通过围海造田、荒涂夺粮、
苦乐年华、情系故土四个展区记录
了知青们在临江的艰苦创业岁
月。锄头、扁担、蓑衣、竹篓当年留
下来的老物件们还可以回望当年
向潮水夺地的艰辛，经过两次围
垦,知青们与农民、部队战士共围

得土地9.8万亩。通过挖排涝沟，
修建排涝渠道、盐碱荒滩被整理成
了可以垦种的条田。黑白的老照
片里知青们吹口琴、钩花边、学英
语，在劳作之余，他们也会在“苦乐
年华”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知青纪念馆园区在建设时除
了增添了知青林、知青浮雕、知青
果园、知青百草园等还保留了当年
的宿舍、食堂等老建筑。当年的宿
舍是一栋矮矮的二层楼房，住着
160多名知青，条件艰苦，只能女
生住楼上，男生住楼下。

潮起钱塘，五十多年前知青们
在临江，围海造田，荒涂夺粮，揽江
入怀。经过一代代人的辛勤耕耘，
曾经的盐碱地逐渐变为广袤的农
田、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和林立的城
市，新区人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勇立
潮头的新篇章。

临江兵团知青文化园：勇立潮头的新篇章

下沙街道“星海联盟”大党委深化建设促发展

■记者 樊婷婷通讯员 钟能俐

本报讯“‘星海联盟’聚合力，
勠力同心促发展。”近日，下街道星
野社区开展了“星海联盟”大党委
深化建设活动。

活动现场，星野社区在原有的
基础上，继续扩大“星海联盟”大党
委的规模，与第二批联盟成员进行
签约，包括杭江奶牛场、文思小学、
文思幼儿园、未成年犯管教所第一
党支部、星野集团物业管理中心五
家共建单位，至此，“星海联盟”成
员扩至十位。

据了解，“星海联盟”以社区党
组织为核心，以街道党建共建

“13355”工作法为指引，形成了
“党建一体推进、资源一同共享、活

动一并开展、事务一起协商”的机
制，凝心聚力共同服务辖区单位，
促进民生发展，引导回馈社会，促
进双向服务。

如今，“星海联盟”大党委规模
进一步扩大，社区将继续深化区域
化党建工作，充分利用各方共建力
量，更好地统筹资源，继续开展“快
乐农场”“暑假课堂”“寒假课堂”等
活动，服务辖区居民，推动社区发
展。社区也将通过社区大党委联
席会议制、党组织生活联办制、党
建项目化合作制、服务项目清单等
共建机制，不断健全大党建联动体
系，形成更强的“红色合力”。在此
基础上结合辖区特点联合组织学
习活动、教育活动，以全新面貌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