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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协创新开展
“双周”
协商

共享
“南阳实践”经验 共护苕溪水质安全

浑泥港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
环境应急演练举行

推动提案高质量办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蒲璇）

“我建议前期还要做好几项工
作，包括全域‘标准地’建设、加强
中介机构监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等方面……”在县政协最近一期举
办的“双周”提案办理协商活动中，
政协委员王旦晖直抒胸臆，与在场
的几位相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了热
烈探讨。
今年
“两会”
期间，
王旦晖向大会
提交了《关于做好项目不用审、真正
“放管服”的建议》的提案，经过一轮
轮筛选，
他的这件提案被县政协列入
了
“双周”
提案办理协商的名单。
为将“金点子”进一步落实为发
展良策，在本次“双周”提案办理协
商座谈会之前，王旦晖等多名委员
和经信、发改、政务办等单位分别深
入企业开展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在
县政协的牵线搭桥下，进行了一次

高质量协商座谈。
一次次思想碰撞后，各方形成
了较为一致的意见。随后，相关部
门及时推动建议落实。该提案由县
发改局、政务办、投资促进中心联合
办理，目前已实现“标准地”、
“ 承诺
制”、政府代办等多措并举，对一般
项目“最多 80 天”
“小型项目压减至
45 天（自然日）内”实行实时监测预
警，确保实现率 100%，持续推进企
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相关部门还
推出了“项目服务码”，企业扫一扫
便知项目办理进程，还可直接联系
到项目所在辖区代办员。提案最终
推动了相关工作进程，让王旦晖委
员感到十分欣慰。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规范提案
办理规程，在完善协同办理的基础
上，县政协创新开展了“双周”提案
办理协商，共选择了 13 件提案列入
“双周”协商。一年来，由县政协提

案委牵头，强化“双周”协商频次，坚
持两周一次，坚持“一会一题”，
先后
组织了以“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
设”
“ 进一步加强我县野生动物（野
猪）危害防控”
“ 农村集体资产规范
化管理”等为主题的 13 场双周提案
办理协商会，吸引了 200 多名委员、
群众踊跃参加。
通过“双周”协商，一件件提案
落地、实施，成果有效转化。4 月 26
日，县政协举办“关于打通黄杜村、
鲁家村交通联接线推动明星村优势
互补、抱团发展的建议”为主题的
“双周”提案协商活动。协商后，由
县交通运输局联合溪龙乡、递铺街
道共同办理，合力争取将黄杜至鲁
家公路作为“安吉县交旅融合共同
富裕示范项目”中的“白茶飘香”项
目专项债成功申报，目前已启动前
期政策处理。
通过“县城停车位精细化管理”

“多管齐下治理交通拥堵”
“ 全面设
立限时停车位并进一步开放为潮汐
停车位”等“双周”提案办理活动，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交通运输局等单位联合创新
推广老旧小区周边“潮汐车位”238
个并允许停放时间增加 1 小时，学
校周边新增“限时车位”103 个，商
业区等周边新增“绿色停车位”32
个，增设自行车站点 400 个，投放使
用共享电动车 3000 辆，优化公交
线路 4 条，加快建立智慧城市系统
建设。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各界别
搭建知情明政的平台，促进交办方、
承办方、提案人及政协组织四方经
常性沟通交流。
”县政协提案委负责
人潘海丽告诉记者，
“通过
‘双周’
提
案办理协商活动，提案办理实现了
由‘分散’向‘集中’转变，有效推进
了提案全生命周期管理。
”

合规才能上路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鄣吴所开
展电动自行车车行专项检查行动，
除针对经营单位明码标价是否合
规、销售的电动车是否符合新国标
要求等进行检查外，还对电动自行
车充停领域的火灾风险防范、文明
停放、安全充电等进行宣传。
全媒体记者 吴静
通讯员 朱越鑫 摄

梅溪镇东河浜又成
“黑臭河”症结何在？
■本报全媒体采访组

梅溪镇的东河浜原本是一条
“黑臭河”，全长 5 公里，穿晓墅集镇
而过，在 2014 年的“五水共治”行动
中，得到了彻底整治。但是最近，有
梅溪镇的居民反映，东河浜黑臭的
现象出现了反弹。
11 月 22 日上午，记者来到晓
墅桥上，看到集镇附近的这段河道
里，河水整体呈偏褐色，水体也有些
浑浊，上面还漂浮着不少水草、垃圾
以及油脂。
“往下走，下游更脏。”采访中，
一位居民带记者来到河道下游，从
距离晓墅桥往下大概一百多米左右
开始，河水逐渐从褐色变成黑色，还
散 发 着 一 股 臭 味 ，河 面 上 水 草 泛
滥。记者看到一名工人正在打捞水
草和垃圾，但大家都说，简单的清理
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河道里有很多暗管，都是排生

活污水的。
”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告
诉记者，虽然之前镇里进行过雨污
分流的整治，但还是有很多私下错
接、混接的管道存在，
严重影响了集
镇段河道的水质。
同时，还有居民觉得是河道源
头引水的水量太小了，
“就一根管子
能引多少水？上面水小了，下面不
就等于是
‘死水’
吗？”
那么，原本已经得到整治的东
河浜，为什么会再次又黑又臭呢？
属地乡镇对此是否知晓？有没有采
取治理措施呢？
记者联系了梅溪镇政府，在副
镇长汪波的陪同下来到昆铜港，找
到了东河浜的源头。
“我们在昆铜港
进行了一个截流，然后通过一条沟
渠把水引到了东河浜，整条沟渠的
宽度大概在 2 米左右。”汪波表示，
因为今年整体雨水偏少，昆铜港水
位并不高，所以引入沟渠的水流量
也随之减少，导致整条东河浜都出

现了供水不足的情况。
“306 省道在改造施工，东河浜
好几处地方都堵掉了。”在渠道边，
记者遇到了居民李大伯，他说，306
省道在进行四车道改六车道的改
造，所以桥梁也要进行相应的拓宽，
导致桥下的河段水流不太畅通。
跟着李大伯，记者先后来到了
306 省道的 16 号桥和 15 号桥下，发
现现场的确正在施工，并且河道内
堆积着不少土方。
“我们会尽快和施工方联系，
解

决河道畅通的问题；
同时加强人员安
排，
增加河道的日常保洁频次。
”
汪波
表示，
对于河道内仍旧存在的雨污混
流现象，该镇会进行一次深入摸排，
解决管道混接、私接的问题，进一步
整改提升东河浜的水环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章婧）

“我厂突发十八叔胺泄漏，有
部分十八叔胺液体通过雨水管道
流入厂区东侧南北干渠内，请求
支援。”11 月 22 日，安吉县浑泥港
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环境应急
“南阳实践”演练举行。现场，天
子湖工业园区浙江华特新材料有
限公司安环处吴严俊查看现场情
况后，立即关闭厂区内雨水总阀，
并按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按照“南阳实践”
“ 以空间换
时 间 ，以 时 间 保 安 全 ”的 处 置 思
路，本次演练模拟浙江华特新材
料有限公司车间发生十八叔胺泄
漏，泄漏十八叔胺顺道路流淌进
雨水井，通过雨水管道流入厂区
东 侧 南 北 干 渠 ，发 生 水 污 染 事
件。接到事件报告后，市生态环
境局安吉分局、长合分局以及县
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天子湖镇
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按职责分工进行现场处置、展开
应急救援。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
组分工明确、协同合作。监测组
第一时间设置好 1 个对照监测点
及 4 个应急监测点；专家组就事故
现场情况分析研判，制定现场处
置方案；现场处置组听从指挥部

命令，拦截坝内污染物、废水和坝
内底泥，并按要求清运做好后续
集中处置。通过全体应急处置人
员的努力，污染水域得到有效控
制，饮用水水质监测数据正常，应
急演练顺利结束。
据介绍，去年 12 月，市生态环
境局安吉分局对突发环境污染事
件应急预案进行了重新修订，今
年 7 月更新和完善了应急专家库，
并先后投入 500 余万元购置了一
批执法和应急装备，组建了县级
社会化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中心和
专业环境应急处置队伍，配备了
包括物资类、工具类、设备类、防
护类共 4 大类 54 小类物品物资储
备。同时，还建立了一支快速反
应、执行力强的应急队伍，进一步
提高了应急事件响应能力。
“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各参演
单位和人员进一步提高了应对突
发性水污染事件的组织处置能
力，也检验了各部门应急准备、应
急响应、应急监测和政企联动机
制等综合能力水平。”市生态环境
局安吉分局执法队队长江海霞
说，接下去，在全面提升环境突发
事件处置能力的同时，也将继续
做好涉水涉气企业专业培训指导
和服务工作，共同守护好安吉的
碧水蓝天。

杭垓镇全力推进集镇有机更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胡旦）

近日，杭垓镇的吕美芳夫妻
俩在自家的老房子前拍下了合
影。老屋即将拆除，老两口也将
开始新的晚年生活。
“ 我们打算去
县城买房，这样也可以和女儿住
得近一点。
”
随着老屋的拆除，杭垓镇新
农贸市场地块的旧房均已拆除，
马上就可以进入建设阶段。据了
解，杭垓镇原有的农贸市场比较
老旧，各项设施也逐渐不能满足
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建造新的
农贸市场，既能改善当地居民的
购物体验，也能为集镇面貌带来
焕然一新的改变。新农贸市场建
成后，老农贸市场也将拆除，不再
使用。

今年，杭垓镇对集镇进行了
一轮有机更新。除了新农贸市场
地块以外，杭垓镇还对两条集镇
道路进行了改扩建，被称为 2 号路
和 3 号路的两条道路将拓宽到 16
米；2 号路原本是条“断头路”，根
据规划，2 号路将和省道联通。
从今年 2 月起，杭垓镇项目专
员施敏的休息时间大部分都在老
百姓家中度过。
“ 一般都是利用晚
上 他 们 在 家 的 时 候 做 工 作 。”10
次，是一个基准数。施敏说，
“少
的 10 次，多的 20 几次，聊到深夜
也是常有的。”将心比心做工作，
征迁的进度也在不断推进。现
在，新农贸市场地块已经全部完
成征迁，2 号路、3 号路也进入了扫
尾阶段。集镇的面貌，也将迎来
全新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