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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定初心砥砺前行  强使命为民服务
区卫生计生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胡卫波

清华学府，聆听专家学者的

倾心授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精髓；西柏坡革命圣地，重温入

党誓词，学习毛主席率领队伍进

京赶考的精神。一边学，我一边

思考：学习是为了什么？赶考又是

为了什么？我想：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学习就是为了拓展自己的眼

界胸襟，不忘初心，坚定理论信

仰；赶考就是为了投身社会的建

设，砥砺前行，为老百姓过上和

谐幸福的好日子而积极努力。

作 为一名 卫 生 计生 工作 战

线上的党员，在老百姓日益增长

的对美 好 生活 需求的新时代，

我 深 感 任 重 而 道 远 。今后 的 工

作中，一要时刻谨记《“健康中

国203 0”规 划纲 要》提出的新

要求，开展工作要有激情，敢创

新，要 有健 康 中 国 战 略 的 大视

野。二要 时 刻 牢记 孺 子 牛 的 精

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实干至 上。要 满 怀 对人 民 群 众

健 康 生 活 的 真情 关 心，用心工

作。三要不忘初心，永葆艰苦奋

斗的政治本色，工作中要不怕苦

不怕难，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

敢于担当，要有在奋斗中谋幸福

的决心和勇气，无私才能无畏，

要始终把群众的需求放在心上，

落实在工作中，做一个名副其实

的人民公仆。

践行为民                深化基层治理
兴五风 破三慢

本报讯（通讯员 赵泳霞）为深

入贯彻全区作风建设大会精神，

坚持以一流状态建设一流城区，大

力营造激情、用心、实干、担当的

工作氛围，日前，区纪委牵头建立

《关于建立“三慢”问题查办问责

工作机制的通知》。

《通知》明确加大对“六大专

项行动”、媒体曝光、政务服务效

率、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精简

文件会议考核等工作中存在的作风

问题，尤其是“六大专项行动”中存

在的“三慢”问题开展督查问责。

监督检 查方面，区纪委通 过

“围绕两个实施意见、发挥三类督

查优势、联合四部门力量”为区委

区政府等重点工作提供纪律保障，

联合区府办下发《关于“兴五风破

三慢”强化“六大专项行动”督查

的通知》。采取日常督查、专项督

查、整改督查三类方法形成监督合

力。截止5月底，全区各级纪检组织

共开展督查48次，提出各类意见建

议16条，整改14条。会同区委办、

区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城改办等

部门开展联合督查，建立线索移送

机制，共享督查平台优势。

此外，区纪委在问责方面，截

止目前已查办媒体曝光、拆后地块

失管、违章建筑等3大类共7个问

题。共约谈区管干部5人，效能问

责7人，其中批评1人、通报 2人、责

令检查1人、诫勉3人。下发《监察

建议书》1份，《作风建设问题抄告

通知书》8份。   

对 拆 迁 腾 空 房 违 规 开 店 经

营、拆迁空地存在大型废品回收

站、粪便处理车间设备闲置等3起

“三慢”及作风效能典型问题，在

全区点名通报。

同时修订《关于完善改革创新

容错免责机制的实施办法》（拱纪

〔2017〕11号），形成《全区容错免

责具体情况汇总（第一批）》，目前

已启动容错程序1例，给予2名干

部免责处理。

区纪委扎实开展“兴五风破三慢”专项行动

美丽拱墅 文明共建

本报讯（通讯员 沈伟芬 寿

晓霞）“原来楼道里堆放了很多

杂物，磕磕绊绊很不安全，我家

孙子就被绊倒摔过好几次，这下

可放心了！”家住祥 符街道秀水

社区 水涟 苑的王大 妈对正在清

理楼 道 杂 物的社区 工作人 员竖

起了大拇指！ 

社区环境大为改善得益于最

近社区的一次整治行动。近日，

祥符街道秀水社区组织全体工作

人员、经合社、物业、党员及居民

代表等30余人对辖区水涟苑、水

清苑这两个回迁安置房小区进行

大扫除，彻底清理楼道及架空层

堆放的无人认领和限期不予处理

的杂物。行动中，大家兵分多路，

分工明确，每3人负责一个楼道，

充分发挥了不怕苦不怕累的奉献

精神，个个干的热火朝天，热心

居民也主动加入到清理楼道的队

伍中。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共

清理楼道53个，清理大件沙发、

纸 板箱、废 木 料等 各种杂 物10

余吨，小区楼道、架空层等环境

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变堵为

疏、变乱为净，既排除了消防安

全隐患，又营造了良好的社区文

明新风尚，受到广大居民的啧啧

称赞和大力支持。   

接下来，社区将以迎接杭州

市第二季度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

评为契机，以多方联动互动机制

为依托，继续保持这种良好的态

势。通过媒体、宣传栏、宣传单、

广告牌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持

之以恒抓文明意识建设，增强居

民的文明意识、卫生意识和环境

意识，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

结合，真正做到整治一处、清洁

一处、靓丽一处，为辖区文明城

市创建添砖加瓦。

楼道清 通道畅
文明家园一起创

本报讯（通讯员 胡宵露）近

日，杭州芳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落户上塘街道，该公司注册资金1

亿元，主要经营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公关活

动策划、商业品牌策划等业务。

目前，相关手续已办结，注册资

金已全部到位，是上塘街道第4

个亿元重大项目。

今年以来，上塘街道主动适

应发展新常态,以打造“上塘桥东

智慧城”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为

目标，全力做强产业平台、做优产

业结构。1-5月完成浙商回归项

目24项，实际到位资金8.6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39.78%，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68.84%；1-5月

完成信息经济项目18项，实际到

位市外资金6.7亿元；新引进6+2

产业项目24项，实际到位市外资

金8.55亿元，完成新引进项目数

96%，其中已引进亿元项目4个，

分别为数证谷发展有限公司、开

茂置业（杭州）有限公司、杭州玛

睿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芳梅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其注册资金均

为1亿元且都已实际到资。

上塘街道第4个
亿元重大项目成功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徐晗翎）近

日，拱宸桥街道文澜社区红色家

园二楼会议室热闹非凡，拱墅区

首个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宸益

阁”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党支部正

式成立。

据了解，宸益阁公益驿站成

立于2015年12月，是拱墅区首家

以社会 组 织管 理社会 组 织的街

道级孵化中心，现有注册类社会

组织22家，注册备案类社会组织

174家，该中心建筑面积357平方

米，内设数字城管应急处置室、

手工艺制作室、青少年活动室、多

功能教室等活动室。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孵化中

心，成立联合党支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新当选的联合党支

部书记李素梅表示，首个联合党

支部成立相当于在全区范围内新

增添了一个红色孵化器，不仅能

够更好地协助社会组织党建活动

的开展，还能在行业集聚上起到

有效地助推作用。

今后，“宸益阁”也将全力抓

好党组织建设，推进拱宸桥街道

公益事业健康发展，吸引更多人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广大群众

和市民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服务。

拱宸桥街道成立全区
首个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

本报讯（通讯员 林红 谢艳艳 

刘文秋）蒋兰花，1958年进入杭州

针织厂，1988年荣获杭州市劳动模

范、1989年荣获浙江省劳动模范，

在35年挡车工生涯中，她如兰花

般静吐芬芳，在平凡的岗位上谱写

了一个不平凡的劳模故事。

二尺见方的拷边机旁
坐着始终如一的你

成为针织厂学徒工的蒋兰花

每个月要交15元学费，6个月后，她

转为了正式职工，被分配到成衣间

的挡车工岗位，主要给棉毛衫、汗

衫做拷边工作。在每天8-10小时

的工作时间里，蒋兰花要给400余

件衣服拷边，每天上班，她就往自

己二尺见方的拷边机旁一坐，眼

睛紧紧盯着针眼，两手不停地移动

布料，日复一日重复着这样一个枯

燥 乏味的动作。然而这项普通的

工作并不简单，稍不留意，就会造

成“跳针”和肉眼不易察觉的“针

洞”瑕疵品，并且要始终保持拷边

线0.5厘米的间距，高标准、严要

求、多任务，在8小时的工作之余，

蒋兰花要花费多几倍、几十倍的努

力苦练基本功，才能提高工作效

率，加快生产步伐。

1979年后，企业的生产结构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原来内

向型生产转变为外向型生产，出口

外销的产品需要按照生产任务的

时间节点交货，因为没有加班费，

很多员工不愿意干，蒋兰花不计报

酬、自告奋勇要求加班加点，常常

干活到半夜12点后，还要拖着疲

倦的身躯，走路从杭州市区的最东

端，花上一个小时，回到杭州市区

西北角的家，靠一股勤奋好学、不

肯懈怠的劲儿，1984年春，蒋兰花

终于凭着过硬的技术在棉纺系统

举办的操作大比武中，技压群芳，

斩获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病榻上送来鲜红荣誉
劳模消息振奋人心 

除了刻苦勤奋，蒋兰花最可贵

的是她的坚持，在厂里，有比她更

强的，手脚更利索的女工，她深知

自己的短处，然而她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坚持平凡的积累，马拉松式的

持续奋进和始终如一的责任心，在

任何情况下，她都早出晚归，班前

班后擦拭机器、台面，不让成品沾

上油污，把二尺见方的工作领地整

理的干干净净。

1989年，是共和国成立的40

周年，那个时候蒋兰花已经40多

岁了，已经是快退休的年级，而为

了拿出像样的生产成绩向共和国

40周岁献礼，她咬牙日夜创优质

夺超产，恨不得将一天24小时都

贡献给厂子，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

候，她的胃病犯了，并且比任何一

次都严重，经过医院透视治疗，蒋

兰花得了胆囊炎，需要马上手术。

听到消息后的蒋兰花瞬间“失重

了”，再三央求医生先让自己做一

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由于长期体力透支，而经过一

段时间的药物治疗又不起效果，蒋

兰花终于还是被送上了手术台。

由于蒋兰花长期以来的优秀

表现，被评为了浙江省劳动模范，

而她在病榻上引来了这份荣誉，病

榻上，当厂长、党委书记和市总工

会领导将鲜红的省劳模荣誉证书

和徽章郑重交到蒋兰花手上时，她

热泪盈眶。这件事也成了病房有史

以来的头号新闻，人们纷纷向她投

射敬佩的目光，劳模精神在这个普

通的女工身上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如兰的韧
将“义务劳动”进行到底

退休后的蒋兰花依然不肯歇

着，住在大塘新村的她经常参加街

道和社区组织的为民服务活动，长

期为群众拷边缝纫，不收任何报

酬。在得知隔壁老人家庭困难，缺

衣缺食时，她购买衣服食品给老人

送去；在抗击非典时，她主动要求

参加留验点的看守值班任务；在

G20峰会时，75岁的蒋兰花更是报

名争当地铁文明劝导员，宣传杭州

文化。

如兰的 韧性，春风 般善良的

品行，让平凡的蒋兰花变得不平凡

起来，“身为劳模，一辈子都是劳

模”这句话在她身上得到了最 好

的呈现。

劳模，永不褪色的时代印记⑤

针织厂的“花中君子”用劳模精神谱写一曲兰花颂

西塘河垂钓区开放 
今年拱墅将新添9个垂钓区

本报讯（记者 韩蕾 通讯员 

郑金花 王志立 杜青）“家住钱

塘西子湖，钓竿几度拂珊瑚。扁

舟 载 月归来 晚，不觉全身入 画

图。”这是明朝诗人凌云翰所著

的《西湖渔者》，描述的就是垂

钓的淡雅舒适。清水涟涟一位

白发老 翁于湖 边静坐垂钓，白

鹭在空中飞翔，杨柳随风轻轻

飘动，正似一卷 浓重的江南油

墨画卷。

岸红柳绿的江南水乡，风景

优美。而每个江南人的儿时印象

中，都会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或

是三五好友水中嬉戏，或是一根

竹竿岸边垂钓。

近几年五水共治的成效显

著，杭城的河道水清景美，与儿

时印象中的一般无二。在这良

好的基础条件，拱墅河道秉承着

“还河于民”的工作目标，开始

勾画新的河道画卷。

2016年，古新河，作为杭州

境内唯一一条串联两大世界文

化遗产的河道，设置了杭城首个

内河垂钓点，深受钓友们的一致

好评。

继古新河垂钓区之后，拱墅

区第二个垂钓区——西塘河垂钓

区也于本月对外开放了。

西塘河垂钓区就设在和睦

街道华丰造纸厂后大门的西塘河

段，一共设有10个钓位。

10个钓位一字排开，每个钓

位都施划了黄色的线框。垂钓爱

好者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静心垂

钓，互不干扰。

考虑到遮阳避雨的功能，每

个钓位还安装了一个遮阳伞安

装孔。市民如果备有遮阳伞，直

接拿过来固定就好了。

另外，垂钓区内还设置了专

门的非机动车停放区，急救柜、

分类垃圾桶等保障设施也一应

俱全。

西塘河垂钓区参考之前古

新河垂钓区的管理模式，采取居

民自治管理。

每个过来垂钓的居民都要

自觉遵守西塘河垂钓区的《文

明垂钓公约》：不使用污染水体

的饵料和钓具，远离饮用水源；

不以垂钓牟利，当即放 生 未成

年小鱼。

2016年初，拱墅区城管局

在古新河（万物桥-左家桥）东

侧河岸设置了垂钓区。这是杭州

城市河道第一个垂钓试点。

整个垂钓区长约200多米，

共有30多个钓位，设置有四道防

坠铁链、救生圈、救生浮梯等设

施，保证垂钓安全。

今年，拱墅区将在辖区范围

内河道继续挖掘垂钓资源，“还

河于民”。

除了新近开放的西塘河垂

钓区，拱墅区城管局今年还要再

设置8个垂钓区，分布在余杭塘

河、丰潭河、石桥港、红建河等

河道。届时，每个垂钓区将会配

置5-10个垂钓位。

据拱墅区河道监管中心负

责人范能介绍，目前其余的垂钓

区都还在选点阶段，将在今年年

底前全部对外开放。

“我们会尽量选择游步道

区域 宽敞的 河段，不影响行人

散步。此外，安全性也是我们考

虑的一个重要因素，选 择的河

段必须是直立式驳坎，不会破

坏绿化。”

 “浮频点，饵勤换，新的钓

季又开端。精神振，笑颜开，频

频举竿，郁闷尽散。”其实钓鱼

不仅仅是为了打发时光，更是一

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项目，也是

一种闲情逸致。

钓鱼 益 处 多多，还 在等 什

么？趁着西塘河垂钓区开放，快

来享受休闲惬意的钓鱼时光吧。

余文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