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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市委常委“我们的群众观”在线访谈

杭州加快立体综合交通建设
地铁 ! 号线下沙延伸段今年可通
行政审批现有事项争取减少 "#$

代市长张鸿铭昨接受在线访谈与网友对话
畅谈个人梦想要把杭州建设得更好
记者 汪江军
本报讯 作为城市的行政
“一把手”
，大到城市建设、
交通规划，
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
上学看病，市长要管的事情很多。
昨天，
履新刚满一个月的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鸿铭，走进杭州网，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努
力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府”
为主题，与广大网友探讨交流。
访谈结束后，代市长张鸿铭还来到杭州日报、
都市快报、杭州网，并前往杭州文广集团，
慰问一线记者编辑。
一起来看看昨天访谈的主要内容。

我利用过去的 30天，
认真地读杭州这本书

位的，但现在我们还需要在提高质量上、优化服务上
做文章。
比如，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先做“减法”——
—把
我们现在的审批事项进行梳理，能减则减，能放则放，能
转则转，整体的设想是现有的审批事项能够减少 +$-，
审批的时间能够大量缩短；再做“加法”——
—就是审批速
度进一步提升，审批效率进一步提高，使我们的投资环
境更优。

主持人：我们知道您是 ! 月 " 日正式调到杭州来工
作的，
有网友说，当杭州的市长必须是一个能够读懂杭州
并且对杭州有着深切情怀的人，能不能先来聊一聊您上
任一个月来的感受？
张鸿铭：我是杭州人，杭州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深
深地热爱这片土地。现在有机会回到杭州来工作，这对
我来讲是莫大的荣幸。但是我也感觉到责任重大，压力
很大。
我利用过去的 #$ 天不断学习，认真地读杭州这本 主城区所有公交尽快全部采用空调车
书，摸杭州的实情，了解杭州发展的规律，有三点很鼓舞
主持人：网友“./0.1”留言：在杭州，开车怕堵车怕停
感染我：
第一是杭州的发展业绩；
第二是杭州干部群众干 车，骑车怕颠簸怕太阳，骑电瓶车怕事故怕乱来，坐公交
事业的“精、气、
神”
；三是杭州各位前任市长的工作业绩。 车怕挤怕不定时，坐出租车怕打不到车怕拒载，
总而言之
从他们身上我也获得和吸取了正能量，坚定我做好 出行难，行路难。
工作的决心。
网友“230.4355”说，这几天的温度有的已经超过了
公交车就像烤箱一样，
建议能够尽快更新换代。
67!，
近期市政府有没有一些打算来治理交通拥堵？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张鸿铭：网民的诉求、市民的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
都是为人民服务
政府将会全力以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有这么几个方面，
主持人：接下来杭州市政府在教育实践活动当中，
又
我也通过各位网友向全市市民通报一下：
将着重抓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快立体综合交通建设。轨道交通是其中一方
张鸿铭：这次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面，今年，地铁 8 号线下沙延伸段可以通了；
( 号线西北
对政府来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人民服务。
段在建，东南段 , 月份可以实现洞通、电通和轨通；国家
对政府系统来讲，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否
批复的轨道交通二期建设，
近期要开工。
能取得成效，有几个评判标准：第一，看干部群众的精神
同时要加强公共交通体系建设，提高公共交通分担
状态有没有得到新的提升，学习上是否有比以往更加好
率。大家提到的非空调车辆问题，我已经跟公交集团沟
的孜孜以求的热情，工作上是否有力争上游的激情，服务
通。他们已经在做计划，争取尽早能够实现杭州主城区公
上是否有更加为民、亲民、爱民的真情；
交空调车的全部配给。
第二，
看我们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没有新的转变；
二是交通管理，一方面是我们的智能交通建设要加
第三，
看政府内有关部门的办事效率有没有提高，
工
强；第二方面是进一步加强市民、驾驶员行路、行车的文
作流转是不是加快了，办事流程是不是优化了；
明教育。
第四，我们碰到的难题实事有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
破题；
000辆以上高污染车
第五，
政府和群众的距离有没有拉近，
关系有没有更 今年计划淘汰 8
主持人：张市长，我们知道您在环保部门工作了 ($
密切。
多年，应该称得上是专家型领导，
您觉得杭州应该如何做
好环境保护的工作？
地铁 2号线东南段 9月之前实现轨通
张鸿铭：我们要以
“美丽杭州”
建设为总抓手，
加大杭
主持人：半年过去了，很多网友和市民都关心“十件
州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实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的差距主要在大气环境质量和水环境质量
张鸿铭：我在这里可以通过各位网友向全市人民做
问题上。
个报告，
我们做到了
“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我们将采取几项措施：一是实施
比如，
住房保障，今年上半年已经开工保障性安居工
“无燃煤区”建设，到 ($9+ 年余杭、萧山和五县市要基本
程 %&$$$ 多套，竣工的有 %!$$$ 多套，这两个数据我们在
建成
“无燃煤区”
，
主城区今年要基本上建成
“无燃煤区”
；
全省是走在前列。
二是深化汽车尾气防治，工业燃煤污染占大气污染大概
改善交通方面，现在我们的地铁 ' 号线东南段已经
%6- 左 右 ，机 动 车 的 尾 气 污 染 对 :;(*+ 的 贡 献 率 有
实现全线
“洞通”，同时完成了 ()*+ 公里铺轨工程，, 月之
今年还计划
%,*+-。杭州有 % 万多辆黄标车将抓紧更新，
前实现轨通。另外，一些学校的地下停车场也建起来了。
淘汰 )777 辆以上高污染车；三是强化工业污染的防治；
大家非常关注的养老和教育，今年我们也有很大
四是加强扬尘污染控制；五是深化餐饮油烟治理，
别看它
动作，建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福利院 “第三福利院”，
小，
这方面也要加强。
有 ($$$ 个床位已经建成；幼儿园竣工 "+ 所，开工的还
水环境整治方面，现在我们把市区的所有河流都已
有 &, 所。
经列出来，
建立了目标责任制，
昨天我们杭州市委全会已
……
经通过“美丽杭州”建设的目标，其中就有一个河道建设
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十件实事进程，力
的目标。
求超额完成任务。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计划现有审批事项减少 50%
主持人：近日，中山大学联合全国 ", 所高校发布了
《中国城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评估报告》，
对全国 ", 个副
省级以上城市进行政府能力测评，杭州排在第五位，
应该
说成绩不错，但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有提升空间？
张鸿铭：我觉得你讲得很对，我们自己要反思，要找
差距，跟排在前面的几个城市相比，有些要加以改进，特
别是在公共交通、道路建设、
空气环境质量方面。
报告认为杭州的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能 力 是 排 在 第 一

名医和基层卫生院结对
鼓励好医生到基层去
主持人：要去好医院碰到好医生就像抽奖一样，想问
问张市长，
杭州在看病难方面有什么好的做法。
张鸿铭：我在杭州也走过几家医院，的确看到门诊比
超市的人还多，对身体已经不是太好的病人来讲，
这样的
看病环境对他的身心健康也不太有利。
我们在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一是在市属
医院推行分时段预约服务；第二是开展了市民卡的智慧
医疗结算。

但还不够，接下来，一是如何提升基层社区、乡镇卫生院
的医疗水平，人不要跑到市里来了，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跑这么远的路；二是名医和基层卫生院结对，鼓励好医生到
基层去；三是医疗体制的改革，杭州在做把民间资本引进医
疗领域，也给市民提供更优质、
更多元的医疗服务。

提倡刚毕业的大学生先租后买
主持人：网友“潇湘小主”说：毕业以后想留在杭州，但高
房价也让我为难，收入的大半要去付房租，该怎么办呢？
张鸿铭：这些大学生是我们杭州未来发展的精英和栋梁
之才。
在就业方面，政府实施了创业带动工程、培训促进工程、
供需对接工程、帮扶援助工程。
在住房方面，对新创业的大学生来讲，买一套房子能力
有限，是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一定要去买房子？我们倒是
主张住有所居，毕业的大学生可以租房子，当你有了一定积
累，或者是家庭条件有所改善，
再去买房子。
在提倡先租后买的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
建设人才公寓，加快建设商品房，大力推广公租房。另外，对
创业人才还有一些特殊政策。

食品安全问题
发现一起就严厉打击一起
主持人：都说市民的菜篮子是市长负责制，想问问杭州
将如何确保大家吃得放心。
张鸿铭：
菜篮子是市长工程，市长要负责。我也想借此机
会，呼吁大家一起来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筑牢食品安全的
防线。
一是加强社会的公德建设，生产厂家、经营户要把食品
安全作为企业的生命线、良心线；
二是要明确法律责任。加快完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体
系建立健全以后，食品安全就始终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
三是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进一步加大从生产环节到流
通环节的全流程监管。
对食品安全不负责任，就是对人民群众犯罪。我们发现
一起就严厉打击一起，最大限度发挥监管效率和效用，把食
品安全工作作为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希望全市广大
市民积极参与，
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

杭州是我的故乡，
要努力建设得更好
主持人：网友们非常想听听您作为杭州市长，对杭州最
大的愿望是什么？
张鸿铭：对我来讲，杭州是我的故乡，我回来工作，对家
乡也有一个梦，这个梦的实质就是把杭州建设得更好。
怎么样体现呢？
梦想之一：经济更加繁荣。在省委、市委的领导下，如何
在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有新的突破，真正
使杭州经济发展的质量更高、后劲更强，成为一个开放型、国
际化、
现代化的经济体。
梦想之二：
城市功能更加完善。
梦想之三：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要以保障民生为重
点，努力为群众办更多的好事、做更多的实事、解更多的难
事，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市人民，让人
民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梦想之四：
生态环境更加优美。要走一条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
生态良好的发展之路。真正让我们这个城市，让大家能
够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看到更多的绿水青山。使我们的城
市面貌有更多的色彩，生态环境更加好。
梦想之五：社会更加和谐。社会的管理创新以及各个方
面都能走在全国前列。
总的来讲，我的梦想就是在中国梦之下的一个具体想
法，就是努力建设美丽杭州。
我在杭州工作期间，将努力奋斗、努力工作，和全市人民
一起把美丽中国、美丽杭州的梦想在杭州大地上付诸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