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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镇镇党委书记王文松

永和镇党委书记朱春兰

11 月 17 日，中央文明委发布第五
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和第一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绍兴市蝉
联“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我区作为
绍兴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的主城区
之一，也成功创建成为全国文明城市。

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78万虞舜
儿女共创文明城市的最大肯定。

“全国文明城市”，这于一个城市而
言，是最高的荣誉。“要坚持问题导向，
对标先进标杆，牢牢把握城市发展方
向，切实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精神
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努力建
设环杭州湾一流的现代化生态型精品
城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在 8 月 18 日召开的全区品质城市
建设暨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动员大
会上，区委书记陶关锋发出总动员令。

号角吹响，目标明确，虞舜儿女勠
力同心，撸起袖子加油干。多年的马路
市场搬入新家还路于民，儿时小调“红
灯停，绿灯行”成为我们自觉的行为准
则 ，一 些 老 旧 安 置 小 区“ 老 树 发 新
芽”⋯⋯文明点滴正凝聚成向上的力
量，润物无声的文明情怀正悄然改变着
城市的每个细节。

高度重视，四套班子全面参与

文明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
及方方面面，关系各行各业，必须运转
有序，有严格科学的机制体制作保障。
为此，区委、区政府始终把这项工作摆
在重要工作日程，坚持高位推动，定期
研究，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部署落实，
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措施、最硬

的作风，抓紧抓细抓实各项工作，确保
以满分标准通过复评。

区委书记陶关锋，区委副书记、区
长张壮雄冒酷暑、顶烈日深入基层一
线督查暗访开放式小区、背街小巷、城
乡结合部、集贸市场等地的文明复评
迎检工作，查摆问题，指明方向，强调
要动真碰硬，全方位无死角补齐创建
工作短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针对创建的不同阶段，8 月，我区成

立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工作大会战
指挥部。9 月，成立复评临战指挥部，最
大限度地整合调动各种资源，确保复评
迎检工作“一盘棋”，形成强大合力。

区人大、区政协也发挥各自职能，
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区人大
多次组织人大代表赴3个街道开展助推

“全国文明城市复评迎检”集中督查活
动。代表们深入农贸市场、老旧小区、
汽车站、医院等，分析研判环境卫生、基
础设施、管理落实等问题，并结合自身
工作，为复评迎检建言献策。

区政协组织开展了以“文明创建委
员行”为主题的专项助力行动，设计了

“不文明现象随手拍”“文明创建金点
子”社情民意专题征集、主席会议专项
视察等三大行动载体，发动广大委员深
入一线开展民主监督。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创城，如润物无声的春雨，催开了
一朵朵“文明之花”。楼道卫生、公共绿
化、交通秩序⋯⋯一系列的变化，让人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文明城市带来的变
化。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陈黎超 孙昭

文明，让上虞这座城市更精致
——我区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记者：“五星达标、3A争创”工作自7月份开展以
来已经半年过去了，各乡镇进度如何，有哪些亮点做
法，取得何种成效？

王文松：章镇镇围绕“党建引领，全域提升”的总目标，
以强基层党建、抓亮点工作、推项目建设三大方面展开。
一是强化党建引领。以基层党建为主线，出台村干部坐班
制、机关干部“三位一体”等一系列管理制度，从严抓好干部
队伍建设。严格执行“三会一课”等制度，持续推进“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推动农村工作全域提升。二是抓
实亮点工作。目前，全镇首批19个创建村已全部通过上级
环境卫生验收，取得五星“入场券”；拆除违章建筑22.6万平
方米，拆后利用率达85%；张村、龙浦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顺利通过验收，村庄居住环境有效改善。三是推进项目建
设。首批19个创建村共梳理整改短板清单95个，确定道
路、党建、景观三大类工程项目42只，计划总投资6500万
元。目前，全部创建村已全部完成规划设计，新叶等4个村
完成项目建设，新魏等10个村已启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
设，张村等2个村启动全域党建显性化建设。

朱春兰：永和镇紧紧围绕打造“边界活力镇，幸福养
生地”的总体目标，把“五星达标、3A争创”作为农村工作的
重中之重来抓。一是锁定工作目标，精力再聚焦。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以抓项目为重要驱动，细化分解工作，明确责
任任务，全力推动农村各项工作全域提升。抓好镇村干部
队伍建设，强化“三张清单”落实，规范职责范围。二是突出
任务重点，脚步再加快。通过编制完善全镇“五星达标、3A
争创”工作规划，切实将项目工程进行整合，以“三改一拆”

“五水共治”、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为抓手，提高各项工作实
效。全镇首批4个村已经顺利通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区级
验收。三桥、新岙、朱巷等3个村党建显性化项目建设正如
火如荼开展。三是创新工作举措，重心再下沉。落实农村
工作全域提升挂联帮扶制度，强化镇机关干部联系村考核
捆绑制，将达标争创工作列入镇村两级党组织书记抓基层
党建责任清单，并签订责任状。

记者：临近年末，这项工作如何冲刺，确保实现“全
年红”？

王文松：接下来，我们将对照既定目标，快马加鞭，努力
实现“全年红”。一是持续开展农村环境保洁。巩固现有成
果，推进环境卫生常态化保洁，加强河道湖塘日常巡查，对照

“三无一净”标准，坚决彻底消灭“脏乱差”的落后面貌。二是
加快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规划设计，优化方案，尤其是新
江、镇南、陈墩3个3A创建村，倒排工期，狠抓进度，确保按计
划完成。三是强化基层党建。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建
设，按照“三位一体”工作模式，落实挂联机制及督查考评机
制，将争创工作责任细化落实到个人；继续强化党建引领，推
进“党建+”工作模式，全力打造“红星章镇”金名片。

朱春兰：下一步，永和镇将立足实际，以“五星达标、
3A 争创”为引领，合力攻坚，强化执行，抓好三个“冲
刺”。一是咬定目标抓冲刺。对照争创目标，进一步梳
理找差距，针对不足查漏补缺，特别是要加快三桥、新岙
2个3A创建村的各项工程进展；二是强化责任抓冲刺。
按照年初考核细则，严格落实工作责任，逐条逐项抓落
实。明确任务、时限和要求，强化督查考核、强化结果运
用。三是多措并举抓冲刺。按照既定工作机制和措施，
以每星期为工作周期，制定创建攻坚方案，倒排工作进
度，结合年底晒亮点工作，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
扎实工作，奋力赶超，实现“全年红”。

本报记者 陈黎超

对照目标合力攻坚
推进党建全域提升

——章镇镇党委书记王文松、永和镇党委
书记朱春兰就冲刺“全年红”年终盘点“五
星达标、3A争创”工作答记者问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已成文明新风 记者 朱胜钧 摄

本报讯 （记者 郑志勋 张诚） 正
当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的关键时
期，昨天，区委专题召开读书会，分析研
判当前形势，科学谋划明年各项工作。
区委书记陶关锋强调，明年是“创新之
区、品质之城”建设的推进落实之年，要
以党的十九大和省市党代会精神为指
引，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推动新发
展，争当区域发展排头兵，奋力开创“创
新之区、品质之城”建设新局面。

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壮雄，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坚，区政协主席顾世明，
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奇洲等四套
班子领导出席会议。

围绕明年工作怎么抓，会上，区人
大、区政协主要领导和区委、区政府分
管领导，以对上虞发展高度负责的精
神，盘点一年工作成果，展望明年发展
方向，探讨交流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
水平、提升城市人文品质、打造开放型
城市、构建新时代基层党建新格局、推
动平台产业双转型等 20 多个重点调研
课题。读书会梳理出了一批重大举措
和重点项目，提出了具体思路、工作重
点和路径举措，为谋划好新一年工作凝
聚了智慧力量。

陶关锋在读书会上指出，谋划新一
年工作思路，必须以新时代新思想新目
标为指引，锚定发展方位，找准发展支
点，理清发展思路，重点要把宏观大局
大势作为谋划工作的逻辑起点，在贯彻
十九大精神中找准工作着力点，在省市
战略大格局和重点工作中找准工作切
合点，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加深研究
找准工作突破口。谋划新一年工作思
路，必须始终坚持深入推进“创新之区、
品质之城”这一总体定位，保持定力，持
续深化，着眼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进一步丰富“创新之区、品质之城”的内
涵，明确具体的载体、抓手和项目，一步
一个脚印向前推进，不断开创发展新境
界。谋划新一年工作思路，必须切实把
握“在落实推进中提升发展质效，在改
革创新中再创发展优势，在破难攻坚中
彰显作风形象”的工作要求，要把着力
点放到高质量发展上，有速度、有进度、
有贡献度、有产业高度、有产业集聚度,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始终保持“奋勇争先、勇争一流”的精神
状态，拉高工作标杆，全力增创上虞发
展新优势，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

陶关锋强调，做好新一年工作，我
们要通观全局、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把

握关键，统筹好善谋善断和善作善成的
关系，统筹好个人攻坚担当和团队协同
支撑的关系，统筹好抓好当前与着眼长
远的关系，统筹好点上出彩和面上普惠
的关系，确保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
展的良好态势。

陶关锋就抓好明年十个方面的工
作重点强调，要聚力聚焦实体经济，持
续深入推进化工行业改造提升；围绕打
造产业集群，落实精准培育措施，加快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平台优化提
升，推动开发区提档升级；加快推进城
市拥江西进，进一步做强城市核心区；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乡村品质；持
续推进治水治气，打好环境整治攻坚
战；补齐民生事业短板，持续增强群众
获得感；加强社会建设力度，推动基层
治理现代化；持续创新体制机制，提升
工作保障水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
要求，着力构建大党建格局。

围绕打造创新型现代产业集群主

题，张壮雄在读书会上指出，发展现代
产业，要瞄准新一轮产业革命前沿，依
托现有优势产业和企业集团，充分激发
中小型创新企业活力，打造由高质量实
体经济、高水平创新体系、高效率现代
金融和高层次人才支撑构成的创新型
现代产业集群。

张壮雄强调，创新型现代产业集群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生态，创新型现
代产业集群若是一片森林，那么上虞要
重点种好梧桐树、香樟树和葡萄树，更
好地优化经济生态。种好梧桐树，围绕
产业集群实施延链补链，构筑发展平
台，将各类创新资源导入到平台和产业
中。种好香樟树，按照“根在上虞，枝布
大陆，叶满全球”的目标，努力培育好大
企业大集团这些“大香樟”。种好葡萄
树，培育大量创新成长型企业，为创新
型企业成长提供阳光雨露，提供创新资
源，提供政策加持，形成打造现代产业
发展的有效支撑。

陶关锋在区委读书会上强调

践行新思想 实现新作为 推动新发展
奋力开创“创新之区品质之城”建设新局面

全省初中乒乓球
团体冠军赛启幕

12 月 14 日晚，ZSTL 浙江省第
九届中小学生乒乓球联赛（超级组）
暨 2017 年浙江省中小学生乒乓球
冠军赛（团体）初中组总决赛在我区
实验中学开赛。来自全省各地13所
初中学校 17 支男、女代表队的 105
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此次赛事活动为期 4 天，男、女
团体比赛形式均采用五场三胜制（四
单一双）。图为实验中学学生林田宜
在乒乓球双打比赛中发起进攻。

记者 朱胜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