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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单位及意见概要

区住建局：加快道路建设，增加公共停车位，
切实解决停车难问题。

区住建局：应加快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厂建
设。

区住建局：不少中标建筑单位层层转包已成
招标市场业内潜规则，获取非法利益，建筑质
量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要加强监管，净化
余杭招标市场环境。

区交通运输局：延长城区公交夜班车时间。

区农业局：加强源头管理，让不健康、不卫生
的食品不能流通到市场。

区卫生计生局：看病难是社区居民提的最多
的问题，配药方金额限额太小，区二院设施跟
不上，做血透要排队，要跑到杭州医院去做。

区环保局：加快加大加重对偷排企业惩罚力
度。

区环保局：发挥好基层的力量，加大环保执法
力度。

区市场监管局：要切实承担市场监管职能，加
大对无证无照经营单位的查处力度。

区市场监管局：只管办证发证，对无证无照无
执法、不查处,对群众投诉往往是不了了之，
因平时不作为造成的遗留问题，却以各种理
由要求村（社区）来替部门行使其基本职责，
所谓的网格化实际是一种不作为。

区城管局：建议政府要加大拆违力度。

区城管局：加强对工程车渣土倾倒的管理，加
大巡逻密度；有举报电话，必须反馈。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经济开发不显著。

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加快临平山北
公共交通的建设。

临平新城管委会：要加强临平新城及乔司地
块的产业统筹，充分利用现有的高铁、地铁资
源，吸引人才入驻，吸引投资。

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余杭街道直街
一带老小区在夏天最热时，几乎每天都要断
电，希望为民解忧。

区交通资产管理办公室：塘栖工业园区区块
应增加公共自行车站点。

浙江电信余杭分公司：电信服务窗口服务质
量有待提高，故障排除应提速。

浙江移动通信余杭分公司：竹园村村委附近
的移动、电信信号较弱，多次反映无果。

整改目标

加快临平副城世纪大道等快速路网建设，研究临平中心城区公共停
车改造方案，并加快实施。

加快推进余杭污水处理厂、良渚污水处理厂、临平污水处理厂建设、
运行。全年敷设污水管网 20 公里。

1.完善“两场联动”机制，深入推进招投标诚信建设。2.推行资格后
审和预算公开制度，遏制围标串标等行为；大力开发电子招投标系
统，增加管理透明度。3.完善招投标投诉处理机制，强化招投标监
管，重点查处弄虚作假、挂靠等违法违规行为。4.强化标后监管，加
大建筑市场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目前，已根据临平城区出行需求，开通了 240 路、309 夜间线，同时与
地铁衔接延长了 386、772 公交线等末班时间。今后将根据客流需求
变化，相对延长有客流需求公交线路的服务时间。

1.加大农产品抽检力度，全年计划开展区级定量抽检 736 批次，定性
检测 17700 批次以上，确保地产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8%以上；2.开
展追溯扩面建设工作，建设提升示范点 27 家以上，确保区内 90%以
上的规模农产品生产企业实现可追溯管理；3.深入开展专项治理行
动，严格执法监管，有效遏制农产品生产经营违法犯罪行为，确保不
发生重大农产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农产品安全事件。

以责任医生签约为契机，通过签约平台，无缝对接区属医院专科医
师，探索社区-区属医院-省市医院三级诊疗平台，为老百姓提供多
元化诊疗服务。通过增设处方点评系统，加强门诊处方管理，倡导
合理用药。实施区二院门诊综合楼改造，改善诊疗环境及设施。

1.严格按照新环保法及配套办法开展执法行动，有效利用查封扣押、
按日计罚、移送行政拘留、信息公开等手段加大执法力度。2.加强环
保公 3.对发现的恶意排污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的同时予以
曝光。

1.优化基层环保网格化力量配置，积极开展环境监察随机抽查和专
项执法飞行监察，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开展限期整改和处罚单位的后督察，督促企业落实整改。3.充分调动基层执法人员参与到综合环境专项整治大会战中，深入
推进与镇街、部门的联动执法，严厉查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将环境
问题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意见要求，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加大日常检查
和查处取缔力度，出台小作坊管理文件，无证餐饮整治按照规范一
批、整治一批、取缔一批的步骤，落实长效管理机制。2016 年完成无
照转有照 1727 家。

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
意见要求，我局将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好市场监管职责，2016 年
将完成无照转有照 1727 家。对群众投诉举报我局将加强督办力度，
以涉及民生问题的投诉举报为重点督办对象，同时，在系统内部开
展每季度投诉举报分析的通报，查找问题、分析不足、提出建议、督
促整改。

1、完成全区拆违任务 300 万平方米。2、深入推进“无违建”社区的创
建。3、开展各类拆违整治。

1.加强工程渣土准运证审批管理，将工程渣土运输车辆密闭化改装
作为审批必要条件。2.完善、优化渣土管理平台的功能，实现对工程
渣土车辆运输、倾倒轨迹监控。3.加强渣土信访处置,做到反馈率达100%。

1、利用两区融合契机，合理整合资源。2、借助大产业联动，抓牢高
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和时尚布艺四大产业，
做好补链延链和强链工作。3、修订完善各类引导扶持政策。4、重
点发展健康产业、装备制造业、绿色产业、电子通讯产业、现代服务
业，招引优质综合配套项目，实现建区造城两轮驱动发展目标。

一、加强与区交通局对接，做好已有公交线路的优化工作，争取新增
一些站点和线路。二、加强与地铁集团沟通，加快地铁 9 号线的报批
及规划研究等前期工作。三、在规划上加强对公共交通的研究，借
助这次开发区总体规划的编制，对临平山北的交通进行专项研究，
提出完善措施。四、加快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选址和建设，今年计
划新增 7 个点。

在产业统筹上，确立产城人融合化发展，着力培育特色产业、引进优
质坐人才，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在发展方向上，锁定时尚、电商、产
业互联网三大产业，着眼互联网+特色小镇机遇，抢占下一轮互联网
新高地；在发展载体上，主攻艺尚小镇、跨境电商综试区临平园区、
产业互联网园区。

1.2016 年迎峰度夏期间不会安排计划停电。2.对通济路、直街一带
老房子进行老旧表箱的更换。计划今年更换 400 只。故正常情况
下，直街一带在迎峰度夏期间不会安排停电。

塘栖工业园区内新增点位已列入 2016 年公共自行车建设计划中，预
计年内完成建设并试点运营。

公司将加大窗口服务人员服务礼仪、仪容仪貌、服务用语的培训，让
窗口服务人员的服务主动意识加强，从而提升用户感知度。电信产
品使用中如有故障，可拨打 10000 进行报修，电信公司将严格遵照服
务承诺执行。

安排工作人员实地现场测试，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有效提升移动
信号覆盖。

完成情况

推进世纪大道快速路前期工作，已完成工程选址、用地预审，正在开展环评、水
保编制。编制完成《临平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方案》，推进公共停车场产业化
实施。

余杭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已完成（6 万吨/日）、良渚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完成
工程量的 84%（7 万吨/日）；临平净水厂工程规模为 20 万吨/日地下式污水处理
厂，已完成招标并准备进场施工；截至 11 月，敷设污水管网 18.54 公里。

组织参加省、市中心培训，定期开展自学活动，加强与业务科室间的业务交流，
提升工作效率。推出微信自助服务功能，增加多元化服务。将接线员接听时
间考核任务提升至省市较高标准。年初被定为区挂职干部锻炼基地，累计已
接收 3 批 5 名挂职干部锻炼协助上线接听。为保障接通率，自 9 月起至年底，
增设科室接听专线，保持全年接听率在考核要求范围。

根据公交客流情况，结合群众出行需求，今年共延长 6 条公交线路服务时间：1、B 支 8 区间七贤郡至金家渡路西口（七贤郡末班原 21：00 延长至 22：00，金家
渡路西口末班原 21：45 延长至 22：45）；2、397 路临平南站至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临平南站末班原 17：40 延长至 18：30，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原末班 19：00 延长
至 19：50）；3、461 路余杭汽车站至杭师大仓前校区（余杭汽车站原末班 17：30
延长至 19：00，杭师大仓前校区原末班 18：10 延长至 19：40）；4、497 路瓶窑汽
车站至太平车站原末班时间 18:40、498 路瓶窑汽车站至双溪车站原末班时间18:30、499 路瓶窑汽车站至百丈车站原末班时间 18：40，目前上述三条线路在
瓶窑汽车站末班后各增加 19：30 定时班。

已开展区级定量抽检 672 批次，猪尿样定性抽检 9834 批次，各镇街检测室定性
检测 13727 批次，地产农产品抽检合格率达 98%以上。2.已完成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示范点建设 27 家任务，全区 90%以上的规模农产品生产企业实现可追
溯管理。3.开展“三大一严”专项行动，目前，全区无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发生。

责任医师签约服务平台已全面启用，区内副高及以上 300 余位专家已全部纳
入该平台，通过签约服务平台，社区责任医师帮助签约居民预约区内专家，区
内专家根据需要为签约居民预约省市医院专家。全处方点评和临床用药监控
系统目前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并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逐步进行完善。区二院的
门诊楼改造工程按形象进度推进中，预计今年年底竣工。

1.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今年以来共立案 274 件、处罚金额 1026.6 万元，查封扣
押 4 起。2.进一步加强公安联动，1-10 月移送涉嫌刑事犯罪案件 3 件，行政拘
留案件 2 件。3.开展百日专项执法行动，期间连续在省市区三级主流媒体对20 余家典型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曝光，特别是瓶窑良渚港瓶窑段污染事
件，要求违法企业登报道歉。

开展飞行监察 1810 余次，专项执法行动 1903 余次，严厉查处各类环境违法行
为，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310 起，查封扣押 4 起，公安行政拘留案件 3 起，刑
事案件 3 起。积极参与综合环境整治大会战，会同属地街道、部门联合执法，
努力将环境问题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

出台小作坊管理文件及实施细则，取缔无证小作坊 288 家，提升规范小作坊 12
家。排摸食品经营单位 6391 家，引导办证 474 家、取缔无证 363 家、整治规范112 家。室内无证餐饮关停取缔 1200 家，疏导办证 1127 家，纳入规范名录 158
家。查处无照经营 2386 家，引导办照 2010 家，取缔 492 家。

1.查处无照经营 2386 家，引导办照 2010 家，取缔 492 家。2.对群众投诉举报做
到及时交办、及时反馈，并安排专人开展催办督办，每季度开展一次大信访分
析。3.已催办督办涉及各类无证无照的投诉举报 1421 起，均已按时办结。

1、已完成全区拆违任务 570 万平方米。2、“无违建”创建工作进入验收阶段。3、开展了“大会战”违法建筑专项整治、影响消防安全的违建厂房整治等工作。

1.审批渣土运输线路 622 条，20856 辆次，审批准运证正本 1487 辆，对运输企业
进行整合，提高准入门槛。2.启用渣土管理平台，对 1021 辆运输车辆进行了GPS 轨迹定位，未接入车辆不得进行渣土运输。3、共受理渣土类投诉 282 件，
比去年同期减少 70 件，降幅 19.9%，处置率、反馈率 100%；查处渣土类违法行
为 939 起，罚款 619.7 万元。

目前，钱江经济开发区已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提升整合，两区融合后按
照“多规合一一张图、资源配置一本账、产业发展一盘棋、社会治理一张网、凝
心聚力一面旗”工作举措，着力发挥“1+1>2”的优势，全力打造产业发展增长
极，今年已成功荣获“浙江省优秀国家级开发区”、“浙江省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等荣誉。

1、在编的开发区总体规划中对地铁、BRT 公交等大中等运量进行了专项研究，
同时已与公交部门对接，提出开发区公交路网优化方案和建议。2、通过与区
规划分局、市地铁集团进行沟通，明确开发区范围内地铁 9 号线延伸 3 个地铁
站点列入杭州市地铁三期建设计划。3、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已新增 7 个。

1、时尚产业方面，引进了服装企业区域总部 30 家，时尚（文创）创业团队 16 个，
新锐设计师 130 名；艺尚小镇时尚文化街区及历史街区已实行有限开园。2、
电商产业方面，临平新城已招引电商（跨境）企业和服务企业 76 家。3、互联网
产业方面，已与中国联通杭州分公司签订战略框架协议。

经过前期线路整改，2016 年夏天余杭街道直街一带未发生高压引起的故障停
电，直街一带供电情况正常。现正按计划逐步对直街低压接户线、表箱进行改
造，争取年底完成老旧线路调换工作。

已完成塘栖工业园区内公共自行车点位的建设。

公司将加大窗口服务人员服务礼仪、仪容仪貌、服务用语的培训，让窗口服务
人员的服务主动意识加强，从而提升用户感知度。电信产品使用中如有故障，
可拨打 10000 进行报修，电信公司将严格遵照服务承诺执行。

对竹园村村委安装了微基站，以解决信号覆盖面不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