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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尹思燃通讯员 卓敏志

走在新区每一条河道，细心的
居民会发现河道旁总会树立一块
河长公示牌，那是河长的责任与承
诺，也是居民了解河道信息、参与
养护监督的有力工具。“现在不止
是河道，新区范围内许多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旁也都树立了明确
责任人的公示牌。”新区治水办相
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为解决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难题，新区参照河长
制，已试点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站长制”（以下简称“农污水
站长制”），由站长对30吨以上的
标准化运行站进行专人负责，保障
农污水治理设施有效运行。

据悉，农污水站长制是指通过
设立县、镇、村三级站长，明确各级
站长工作职责，对一定范围内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实施管理，对实
际或潜在的问题进行处理的一种
管理制度。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过程中，结合区内实际，新区已建
立起镇、村两级站长制度，设置镇
级站长做好辖区维护及定期抽查、
村级站长做好日常巡查及管理工
作。不同于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
污水通过管道进入污水处理厂进
行集中处理的方式，新区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则依靠一个个小型的终
端处理设施。“以往设施出现不正
常现象，要等到统一检查时才能发
现，有很大的滞后性。”新区治水办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农污水
站长制建立后，每一个站点都有专
人进行负责，出现问题也能及时发
现并处理。

目前，新区共有5名镇级站长
和56名村级站长，并在每个站点
设置“站长制”公示牌。居民可通
过公示牌了解到各级站长的姓名、
监督电话等信息，便于村民参与日
常督查，发现问题并及时与污水处
理终端站长联系，让问题得以快速
解决。

■记者 吴宇翔 通讯员 沈佳琪

“往常的生活就是工地和宿舍两点一线，
感觉很平淡，有了这个‘红色书屋’，给我们这
些流动党员提供了党史学习教育平台，每天
下班可以过来学习一些党史，了解一些新思
想。”自从新湾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
工地的临时党支部新添了一间“红色书屋”，
施工员许师傅就成了这儿的常客。

事实上，随着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
逐渐走入新区各在建安置房项目部，这样的

“精神食粮”也正滋养着越来越多的一线建设
者。

立足本地实际，用好红色资源。前不久，
河庄新农村项目临时党支部项目就组织一线
党员们参观临江兵团知青文化园纪念馆，了
解发生在新区土地上的红色故事。“以前，项
目临时党支部也时常开展党日主题活动，不
过像这样亲身走近红色基地的机会还是比较
少。”参观后，项目上的一线党员老胡表示，此
行让他深入了解了知青们的奋斗历程，更感

悟到新区这片围垦热土上的拼搏精神。
此外，还有河庄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

区（棚户区三期）项目临时党支部全体党员和
项目一线管理人员走进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
馆，学习百年党史；义蓬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
小区（棚户区三期）项目临时党支部组织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仪式
……这些都是新区加强安置房项目党史学习
教育的真实写照。

“今年，我们发布了‘钱塘建匠’党建品
牌，寓意建设集团党委以初心为基，使命为
本，在党的引领下，全力打造建设‘健将’，为
新区建设添砖加瓦。”据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力办好民
生实事。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正逐渐转化
为安置房建设者们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建
设民生工程，各项目按倒排工期计划有序推
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前不久公布的2020
年度杭州市建设工程西湖杯奖（优质工程）获
奖名单中，义蓬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二
期）、河庄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等多

个安置房项目在榜，这也意味着工程的质量
已达到了杭州市先进水平。

据悉，目前新区共有在建安置房项目6
个，其中，河庄街道新农村建设项目、前进工
业园区高层安置房二期项目、临江街道城乡
一体化安置小区项目、义蓬街道城乡一体化
安置小区（棚户区三期）项目等4个项目将分
别今年在8-10月份竣工。

截至目前，河庄新农村项目室外市政景
观工程已完成80%，前进二期项目室外市政
景观配套工程完成30%，临江项目室外市政
景观配套工程完成20%。义蓬三期项目配套
一座幼儿园，截至目前，幼儿园主体精装修完
成，室外市政完成 50%；南区精装修完成
80%，室外市政完成10%。北区精装修完成
90%，室外市政完成50%。4项目建成后，预
计可提供房源6240套。

此外，新湾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项
目及河庄街道城乡一体化安置小区（棚户区
三期）项目均将在明年竣工交付。建成后，预
计共提供房源4898套。

本报讯 近日，新区建设局联
合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为期一周
的道路运输行业“举一反三查隐
患”安全生产大检查行动。检查范
围涉及工程运输领域、危货运输领
域和江东大桥治超源头管理工作。

工程运输企业的检查内容主
要为企业安全经费列支情况、安全
管理人员情况、企业负责人履职情
况和安全管理记录台账等方面。
危货运输企业检查内容主要为企
业动态监控工作落实情况、车辆超
速疲劳驾驶情况、应急救援设备配
备情况和安全管理记录台账等。

江东大桥治超源头管理工作主要
通过非现场执法系统，统计治超非
现场执法数据，以部门联合的形式
开展整治，以此提高工程运输企业
对超载运输危害性的认识，进一步
规范运输、安全驾驶。

此次检查共出动人员45人，
开展监督检查 9家次，查处问题
隐患 36 处；排查道路运输车辆
335辆次，发现超限问题企业 16
家次、问题车辆291辆次；开展线
上安全宣传教育 2次，宣教受众
240余人次。

（罗依莲吴宇翔）

■记者 余梦梅见习记者 李海鹏
通讯员徐元芳

春和景明，草长莺飞，正是春好农忙时，
走进位于河庄街道的炜祥家庭农场，路旁便
的桑葚树浓绿茂盛，大棚里传来阵阵清甜的
草莓香，成片的番茄点缀在绿色的植株中间，
农场管理员们正忙个不停。

“这里种的是我们的25亩枇杷，最近刚
好上市了，正准备安排人员采摘。”放眼望去，
橙黄的果实一簇簇地挂在树梢上，十分诱
人。今年炜祥一共承包了182.5亩的土地，主
要种植了桑葚、李子、花菜、包心菜等十几种
果蔬，预计收益可达到50万元左右。

万事开头难。2013年周亚君一家拿出
家庭的全部存款，又通过农业贷款贷了200
万元，开创了家庭农场，到2021年初，炜祥家
庭农场总投入已经达到了2600多万元。“刚

开始，我们也没经验，刚开始做两个月就遇到
了台风，一下子就亏损了200多万元。”台风
摧毁了周亚君的50亩鱼塘，却并没有摧毁她
对家庭农场发展的信心。

之后她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类种植技术
培训，学习种植技术等业务知识，还专门聘
请种植专家到农场进行技术指导。如今，
通过有机肥料优化土壤和现代农业农机技
术加持，炜祥家庭农场实现了四季轮种不
同品种的蔬果。2019年，炜祥被评为省级
示范性家庭农场，周亚君自己也从“小白”
成了地道的果蔬专家。2020年，炜祥家庭
农场总产值达 924万元, 总收入约 503万
元。

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也服务和带动了
当地农户，为附近村民提供就业岗位，成为助
农增收的一股有生力量。炜祥家庭农场聘用
本村农民务工，有效解决周边农民的经济收

入来源问题。“目前我们聘用了本村农民约
3000人次，大家工作积极性都很高。”周亚君
介绍道。

培育农户家庭农场，提升小农户经营能
力和适度规模水平，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据了解，当前
我区共有31家家庭农场，其中省级家庭农场
1家，市级家庭农场2家。并且，为了促进区
内家庭农场的发展，新区为首次认定为国家
级、省级或市级的示范性家庭农场分别给予
10万元、8万元、6万元的奖励补助。如果是
大学毕业生创办家庭农场，还能获得连续三
年每年一万元的补助。

接下来，钱塘区也将积极探索家庭农场
的培育机制和激励政策，助力家庭农场更好
地融入产业链，提升其经营效益，实现农民增
长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记者 尹思燃 通讯员 沈雯迪

近年来钱塘区不断健全监管机制，收放
有度做好辐射管理工作。

“我们已将全区范围内所有的在用放射
源列入监管范畴，每一枚源都接入杭州市放
射源在线监控平台，实现一源一档管理。”钱
塘生态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目前全
区11家放射源使用单位在用放射源共计57
枚，其中Ⅳ类源12枚，Ⅴ类源45枚，均设置储
源库，在线监控安装率达100%，每天都有工
作人员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安全巡检。

同时，钱塘区加大执法力度，明确重点监
管、一般监管单位名录，梳理出重点监管单位

26家、一般监管单位96家，将辐射安全监管
执法纳入生态环境执法总体部署，进行“双随
机”执法。对辐射安全管理系统数据进行核
查，动态跟踪企业管理信息，通知并指导100
余家核技术利用单位对累计400余项问题进
行整改。并开展废旧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清
点收贮工作，对IV、V 类废旧放射源免费收
贮，实现放射源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
管理。2020年全区共计收贮废旧放射源十
枚。

在强化安全监管能力之余，钱塘区还着
力做优服务，提升政务服务能力。通过开展
医疗机构“两证同发”，打破部门之间业务壁
垒，对辐射安全许可和放射诊疗许可业务流

程进行优化再造，以数据共享实现跨部门高
效服务、协同监管。2020年全区完成医疗机
构辐射安全许可证发放35家次。推进医疗
机构放射性药品转让许可改革工作，以“告知
承诺+备案”方式简化审批流程，优化审批服
务。简化辐射工作人员考核模式，对仅从事
Ⅲ类射线装置销售、使用的工作人员采取工
作单位自主考核、责任部门现场抽测的方式。

“其实大家不必‘谈辐色变’。”钱塘生态
环境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事实上，像手
机使用、通讯基站、乘坐飞机、行李安检、CT
拍片等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场景，只要保证有
效控制放射剂量和规范使用，都是非常安全
的。

■记者 吴宇翔 通讯员 陈烨奇

本报讯 记者从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钱塘新区分局获悉，4月中
旬至今，钱塘区在土地市场连续上
架6宗面积合计近120亩的高质量
工业用地，吹响了工业用地集中出
让的“冲锋号”，按下了产业发展的

“快进键”。
据分局工作人员介绍，这6宗

产业用地均为“三好土地”，体现了
钱塘区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引凤
入巢”吸引新兴产业中优质企业，
全力打造高能级工业主阵地的决
心、信心与诚心。

具体来说，“三好”即土地地段
好、主导产业好、土地品质好。地段
方面，本次挂牌出让的6宗产业用
地均位于钱塘区下沙片区。该区域
区位条件优异，周边配套完善，发展
前景巨大。主导产业方面，6宗产

业用地中有4宗主打医药制造业，
且均位于拥有天境生物、九州大药
房、华海生物等多家国际知名医药
企业的医药港小镇范围内，产业供
应链完备，集聚效应强，营商环境优
渥。“土地品质上，这6宗工业用地
是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新区
分局经过严格地土地整理、高标准
做地和高质量收储后，一手打造的
高标准、高质量土地。”该工作人员
表示，这些地块均不折不扣地做到
了场地平整、水电通达、配套完善、
产权明晰并取得储备土地不动产权
证书等多项要求，企业拿地后能马
上办证并快速开工建设。

“此次推出‘三好地块’只是一
个开始，预计4月底至5月初，钱塘
区将再一次集中供应工业用地，后
续的优质土地将源源不断供应市
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新
区分局分局工作人员表示。

本报讯 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昨日，钱塘新区公安
分局召开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工作
推进会。

会上，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就
去年全年、今年一季度的电信网络
犯罪发案情况作了分析和报告。
根据省反诈平台数据，去年全市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受案43468件，钱
塘分局受案3868件。从诈骗案件
种类来说，主要集中在网络诈骗和
电信诈骗；从作案手段来看，前五

名包括信贷理财、冒充身份、兼职
招聘、平台诈骗、购物消费；从受害
人年龄来看，主要集中在18岁至
35岁。

会议要求，联席会成员单位要
落实尽职提醒服务对象，明确行业
规矩、规范操作流程。要加大案例
警示的宣传力度、把防范诈骗工作
落到实处。与会成员单位负责人
表示，将通过准确、全面、详实地了
解案发情况，未来采取更有针对性
的防范举措，共同为全区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贡献
力量。 （徐红燕）

学好党史铸就匠心安置房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我区今年4个安置房项目将交付预计提供房源6000多套

家庭农场助农增收打造致富“新引擎”

我区连续上架6宗“三好工业用地”

一源一档 动态跟踪

我区“收放有度”做好辐射管理工作

恰逢“世界读书日”，白杨街道高教社区联合清雅苑幼儿园启动了“书香润童心，好书伴成长”读书活
动，通过阅读为孩子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

通讯员 刘阅遐 记者 余梦梅 摄

春光美如斯
正是读书时

我区农村生活污水管理有了“站长”

本报讯 百年前，中国革命的
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启航。近日，
嘉兴南湖畔的一堂思政课开播，让
现场聆听的年轻人“回到”百年前，
去读懂那批热血青年的初心，省内
百万师生同时在线学习，全国多地
团员青年同步聆听。这堂特殊的
思政课，也让在区内高校工作学习
的师生们获益匪浅。

百年前，中国革命的红船从浙
江嘉兴南湖起航。这堂红船边的
思政课，是“边走边唱·沿着高速看
中国”主题宣传活动之一，由共青
团中央宣传部指导，浙江省教育
厅、中国青年报社主办，浙江高校
思政名师、党史专家、中国共产党
一大代表亲属和青年代表等共同
参与，从历史和当下两个维度，重
温红色历史，讲述百年变迁，宣誓

奋斗使命。
课后，通过在线观看的区内高

校师生们，纷纷发表感言。“不要忘
记共和国是红色的”，浙江理工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渠长根教
授说，一代代共产党员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
革命精神继承好，把红色传统发扬
好。“我们应当真正学好、真学、弄
懂、真信、力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精神”，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学生
叶子诚说，只有这样，才能让红色
精神在青春脉搏中涌动。师生们
表示，这堂思政课让他们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红船精神，在学习和工作
中，要站在新时代的起点砥砺奋
进，为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民族复兴事业的新篇章而不断努
力。 （陈雯欣）

我区召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工作联席会议工作推进会

区内高校师生同上红船边的思政课

我区开展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