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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5日，区委统战部
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传达区委一
届二次全会精神，着力探讨如何
实现钱塘统一战线“形成共识”
共创高质量发展。聚焦思想政
治引领，紧密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同心筑梦跟
党走”，在全区统一战线广泛开
展“学百年党史·看钱塘发展·话
星城未来”系列主题活动，用钱
塘“围垦精神”铸魂，激发全区统
一战线各领域、各团体、各成员

“我们都是钱塘人”的自豪感、光
荣感和使命感。聚焦服务中心
大局，积极开展“民呼我为”行
动，通过“搭建平台、走访调研、
活动互动”，构建大统战格局，创

建各类统战组织，制定完善各类
统战机制。探索建立“政企联、
校企联、企联联”工作机制，加强
政企、校企、企企之间的交流与
合作，不分区内区外“广聚天下
英才”。聚焦打造统战品牌，围
绕钱塘“产业立区”、民企业占比
高的实际，探索民营经济统战工
作品牌。以“两代表一委员”企
业、上市企业、规上企业为重点，
实施“浙商青蓝接力工程”。积
极搭建长三角区域民营企业交
流合作平台，支持相关企业参与
杭嘉、杭绍一体化建设及杭甬

“双城记”，汇聚全区统一战线各
方力量、集体智慧和全部优势转
化为促进钱塘区高质量发展的
磅礴力量。 （沈怡清）

本报讯 15日，区委组织部
第一时间组织学习传达区委一
届二次全会精神，围绕争创“共
同富裕”钱塘样板，找准组织工
作贯彻落实的切入点、着力点和
落脚点，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
高水平打造“智涌钱塘·现代星
城”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与建
设变革型组织、提高领导干部塑
造变革能力结合起来，努力为

“共富大局”提供有力保障。聚
力提升基层党建质量，坚持“抓
基础、创特色”，大力实施“组织
力提升工程”，全面推进农村社
区双“二十条”落地落实，持续建
强全域党建联盟、产业发展红
盟、区校党建联盟、乡村振兴红
盟四大载体，推动要素向基层流
动、资源向一线汇聚，切实把党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

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聚
力提升干部工作质量，深化干部
工作五大体系建设，健全干部选
育管用全链条机制，统筹抓好公
务员、事业人员、政府雇员等各
支队伍建设，不断改善优化我区
干部梯队结构，扎实推进“两个
担当”良性互动，切实把精兵强
将选配到“共同富裕”建设的前
沿阵地和基层一线。聚力提升人
才生态质量，发挥人才办牵头抓
总作用，大力推进“人才强区”建
设，完善人才工作统筹机制、考核
机制、联动机制，迭代升级钱塘人
才政策体系，积极探索市场化引
才机制，不断创新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
升人才归属感、获得感，最大程
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持续打牢

“共同富裕”基本盘。（赵一霖）

本报讯 15日，区委宣传部
迅速行动，组织部机关、区社科
联（筹）、区文联（筹）全体人员认
真学习贯彻区委一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议精神。要深入领会
全会精神实质，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做精做强“钱塘·
潮”学习品牌，启动“我们都是钱
塘人”主题大讨论，切实把全区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为高水
平打造“智涌钱塘·现代星城”提
供强大的思想保障和精神支

撑。要全力抓好两项考核，认真
部署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考核，打
好“文化兴盛”行动考核翻身仗，
为全区综合考评、“大党建”考核
争先创优贡献力量。要推动宣
传工作出实效，要把学习贯彻全
会精神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重点做好“两会”宣传报
道，全力打赢文明创建迎检“硬
仗”，大力推动文创产业高质量
发展，创造清朗向上的网络舆论
环境，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
局面。 （陈霞）

本报讯 7月16日上午，区
纪委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区委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工作。

会议指出，区委一届二次全
会对高水平打造“智涌钱塘·现
代星城”，争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样板作
出系统部署和全面安排。全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杭州市钱
塘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
目标的建议》，以及副市长、区委
书记柯吉欣代表区委所作的讲
话，为全区上下奋力书写“钱塘
繁华、共同富裕”的新篇章吹响
了集结号、发出了动员令。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纪检监
察组织要切实增强做好纪检监
察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忠诚

有为、履职尽责的务实成效，把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落细落实；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监督融
入区委中心大局，在思想上行动
上与区委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各
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进一步
提升工作水平，高质量开展政治
监督、高标准推进清廉建设、高
水平强化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
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要进一
步健全落实机制，完善议事决
策、工作运行、片组协作、内部管
理等制度机制，对重点工作实行

“项目化”推进、“销账式”督查，
促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进一
步加强自身建设，扎实开展纪检
监察干部“三提三创”主题实践
活动，推动提质提标提能，在建
设“时代样板”中彰显纪检监察
担当作为。 （倪艳艳沈逸柔）

区纪委传达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区委组织部传达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区委宣传部传达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区委统战部传达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见习记者 陈婕 记者 徐红燕
通讯员 祝水军

本报讯 7月17日上午8时，
奔跑吧·杭州城市定向挑战暨钱
塘区奔跑吧·少年亲子定向挑战
赛在金沙大道600号活力开赛，
数百名参赛人员蓄势出发，在以

“钱塘特色”为挑战路线，用公共
交通和脚步丈量“红色之旅”和

“亚运之路”，感受钱塘时代的变
迁，见证钱塘发展的成就。

本次大赛由杭州2022年第
19届亚运会组委会宣传部指导，
杭州市体育局主办，社会发展局
（筹）和综合执法局（筹）共同承办，
本次挑战赛还得到了共青团浙江
传媒学院委员会、杭州市钱塘区老
年人体育协会、白杨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下沙街道高沙社区、白杨街
道云滨社区和钱塘区学正小学的
大力支持。

安全第一，健康才能行。本
次挑战赛方案共预备高温天气、
大雨天气、极端恶劣天气、中暑应
急处理、拥挤骚乱事件应急处理

等18项应急措施，并设置医疗急
救站，在参赛手册上也印有组委
会应急救援电话。据赛事执行单
位工作人员沈先生介绍，每个点
位上都配有急救设备，比如急救
包、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

疫情防控同样也是这次挑战
赛安全工作的重点，参赛人员首
先会拿到一份“个人健康安全承
诺书”，承诺书第一项要求参赛人
员“已申领并取得浙江‘健康码’
绿码”，并对活动前一个月内的行

程有相应要求。
当天，共有来自社区、全民健

身达人、协会组织、学生数百人身
穿红色赛服，积极参与。值得一
提的是，开幕式上精心设置了专
业教练带领的热身操锻炼，激情
奔放的节奏，挥洒自如的舞步和
活力十足的舞者带动了参赛队员
的运动热情，全场“红”潮涌动。

本次定向挑战赛旨在通过文
化+体育+旅游结合形式，推广全
民健身理念，养成积极健康、文明

环保的生活方式。挑战赛以定向
打卡为主要形式，融合“百年芳华
逐梦钱塘”和“精彩亚运 爱达钱
塘”两大主题亮点，丰富比赛内容。

“我觉得这次活动主题很棒，和
运动相关，另一方面，也想带孩子了
解我们整个下沙的地域和文化。”一
位家长分享道。“我觉得运动特别吸
引我，我平时喜欢跑步跳绳。”现场
也有孩子分享了自己参赛初衷。活
动现场，记者发现众多参赛人员组
队而来，以“家长+孩子”的形式感受
体育精神，探寻钱塘风味。

据了解，本次赛事共设置了6
个点位，分别是位于金沙大道
600号的“起终点”、学源街1153
号的“创想红色驿站”、文泽路的

“杭州消防主题公园”、银海街
760号的“九阳创意工业园”、凌
霄路36号西区的“白杨街道党群
服务中心（西区）”、学正街59号
的“白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东
区）”。比赛全程不计时，只要在
赛事组委会规定的关门时间内回
到终点并完成所有任务即可获得
奖牌和证书。

■记者 陈霞 通讯员 潘海明

本报讯 16日上午9点，伴随
着激情澎湃的音乐鼓点，由钱塘
区委组织部和宣传部主办，杭州
前进智造园党工委、前进街道党
工委联合承办的钱塘红色画展活
动正式在浙江肖峰宋韧艺术院前
进艺术展览馆拉开帷幕。

本次画展以“铭记党史 智造
未来”为主题，分为党建引领，产
业兴区以及文化传承为三大主
题，囊括多种题材与风格的画作，
以史为鉴，博古通今，旨在展现钱

塘“红色根脉”，唤醒区域发展的
新动力。

其中，党建引领是本次钱塘红
色画展的最大特色。漫步作品长
廊，百年的历史风云，浓缩在艺术
馆的四方天地当中。一个重要的
历史事件、一座庄严的革命圣地，
亦或是一位非凡人物……一幅幅
生动的时代画卷，齐声讴歌着党的
峥嵘岁月。艺术家代表井士剑先
生表示，画展立足于杭州历史根
基，充分展示了红色文化传统。而
围绕钱塘产业特色展开的艺术创
作，更是让不少参观者眼前一亮。

“这些代表钱塘产业特色的飞机、
卫星、汽车，主要是通过数字绘画
的手段展现的，与艳丽、抽象的城
市未来图景形成对比，视觉冲击力
很强。”活动现场，一位来自中国美
术学院的参观者表示。

“此次活动既是回顾百年伟
业，礼赞时代辉煌的赞歌，也是展
望未来宏图的良机。为庆祝建党
百年、喜迎钱塘两会，传承和弘扬
优秀文化，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进
一步贯彻落实钱塘区第一届党代
会精神，坚定不移地向着高水平打
造‘智涌钱塘·现代星城’，争创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时代样板奋勇前进。”前进智造园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今杭州正在
全力挖掘城市软实力，让文化魅力
重唤活力，基于这样的背景，前进
智造园立足自身优势，汇聚专家学
者资源，彰显传统文化底蕴。既丰
富钱塘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传承与
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又为丰富城
市艺术文化功能、搭建服务人民城
市的载体平台贡献力量。

据悉，本次画展活动将持续
至8月15日结束，欢迎广大市民
朋友前来参观。

奔跑吧·少年亲子定向挑战赛活力开跑

■首席记者 许莉莎

很多人把这一段高温天称为
“苦夏”，不过新湾街道建华村党
委书记王天国却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一个在他心头压了很久的包
袱终于卸下了。他说感谢组织信
任，让他又有了干好事的底气。

7月14日，新湾街道纪工委在
建华村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澄清反
馈会。不仅村三委成员、党员代表
和村民代表尽数到场，钱塘区纪委
也专门派员参加。主要议程就一
项，即逐一反馈信访反映的问题，
对失实举报进行“官方澄清”。不
到一个小时的会议，让当事人和该
村其他村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次澄清，对于这名刚上任
不久的干部而言，意义重大。“村
干部处于基层一线，工作中免不
了受到百姓群众的误解甚至信
访，虽然我心底坦荡，但总感觉受
到了委屈。”王天国坦言，受到一
些无端指责和信访举报，感到十
分焦虑和委屈，这样的澄清对自
己更是一种鼓舞、教育和鞭策。

而在抚平这些干部内心的同
时，这次公开澄清，也让广大干部
看到纪委为担当者担当的决心和
行动。据了解，此次反馈会是今年
钱塘区成立后的首个失实信访澄

清反馈会。6月，区纪委在钱塘区
第一届党代会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严格把握‘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加大对容错免责机制的完善和
应用，常态化开展打击诬告陷害和
澄清正名工作，持续营造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为认真贯彻区党代会精神，
围绕打造‘阳光新湾’清廉品牌，
我们开展不实信访‘阳光反馈’工
作。该信访线索调查结束后，我
们第一时间召开澄清反馈会。”新
湾街道纪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及时澄清证明，于被澄清对象和
其他人员而言，是一种正向激励，
目的就是为不让干部流血流汗再
流泪，充分调动街道干部干事创
业的积极性，在推进“钱塘枢纽，
高铁新城”建设，打造“宜居、宜
业、宜行、宜游”的美丽精致的现
代化田园小城中，体现纪检作为，
为打造“智涌钱塘、现代星城”贡
献新湾力量。

事实上，像王天国这样的干
部，一直是各级党委、纪委的重点
关注对象。“此次澄清反馈会是我

们钱塘区纪委开展容错免责和澄
清正名工作的一个开始，对激励
更多的党员干部立足本职、敢于
担当、勇于作为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今后我们在坚持有案必
查、违纪违法必究的同时，也将加
大不实信访澄清这方面的工作力
度，真正为有担当者担当，给敢负
责的负责，我们也希望广大干部
能够轻装上阵，无后顾之忧，以良
好的心态正确对待群众的监督举
报，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钱塘
区纪委相关负责人说。

公开会议澄清不实举报新湾为干事者鼓劲撑腰

记者手记：
在基层一线，干部有种“苦”。这种“苦”很难

讲，往往只能往心里硬憋。一边是工作职责，一边
是民意纷纷，态度硬了，民心没了，态度软了，工作
就落实不到位了。采访过很多基层干部，大家对这
份工作往往是又爱又“恨”。

大到征迁、拆附房，小到安装一把智慧门锁，每
项基层工作里，多少都会碰到些棘手难题，撇开专
业方向问题，更多的“难”还是在与老百姓打交道
上。有人说，聊个天的事有什么难？然而，田间地
头里的聊天恰恰是最难的。

“不能让干部流血流汗又流泪”，这是 7 月 14
日，在新湾纪工委开展的澄清反馈会上，令我印象
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如今，干部做事，群众监督早
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大家的维权意识正在不断加

强。然而，有的举报者打着为集体谋利益的旗号，
夹杂个人私欲，捏造事实、夸大其词，严重干扰了干
事创业者的思想情绪，严重打击了敢于担当者的积
极性。

信访确实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项监督权力，但不
实举报要澄清，恶意诬告歪风更要刹住。不及时狠
刹这股歪风，不仅会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背负思
想包袱、顾虑重重，也会令一些“跳梁小丑”大行其
道，甚至导致不敢担当、不愿作为的不良之风蔓延。

让想干能干者出彩，让造谣传谣者出局。像新
湾这样的澄清反馈会不会只是个开始，“谣言止于
公开”，澄清不实信访举报、还清白者清白，让被诬
告的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投入到
工作中，将会是“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
坚决态度。

庆祝建党百年、喜迎区两会，钱塘红色画展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