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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欢欢

闲林联荣村 110 户安置户完成分房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汤葛月人

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分享这份喜悦，
“ 不仅选
到了满意的房子，还幸运地抽到了车位。”
本报讯 昨日，闲林街道联荣村的 110 户
记者了解到，联荣公寓位于方家山文化
安置户通过公开抽签、摇号等环节，选到了心 主题公园的东侧，总建筑面积 5.73 万平方米，
仪的多高层公寓安置房。这是继盈凤嘉园、 共 303 套住宅房源，小区共有 13 幢住宅楼、1
乐山嘉苑、西坞畈公寓后，闲林街道回迁安置 幢会所以及物业用房等公建配套。
的又一个多高层公寓安置项目。
事实上，为加快推动安置房建设回迁工
早上 8 点，回迁安置小区联荣公寓人头攒 作，闲林街道前期开展了大量工作。早在今
动，秩序井然。入场、登记、公证、抽签、摇号、 年上半年，街道回迁安置领导小组就完成了
确认……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房抽签工 繁复的人口摸底调查工作，并联合多部门完
作开展得有条不紊。村民王先生在选好 3 套 成多次审核，确定安置人数后，通过公证处进
安置房后，又抽中了两个紧挨着的车位，他乐 行选房顺序摇号、房源摇号等，始终做到“公

开、公平、公正”。街道还坚持“以人为本”的
工作理念，启动回迁安置工程后，为充分考虑
户主实际需求，街道和村社干部反复开会讨
论户型搭配方案，最终制定出让安置户满意
的方案。同时，工作小组细致开展人口登记、
信息核查，深入回迁户家中，做了大量耐心细
致的政策解释、情况反馈等工作，以实际行动
赢得老百姓的理解和信任。
接下来，闲林街道还将继续发力，争取早
日完成何母桥金融岛区块、民丰村商业综合
体、北山社区阀门厂小城镇综合整治等项目
的征迁工作。

将特殊艺术带进千家万户
“中国梦 两美情 残健行”
特殊艺术进万家巡演走进崇贤街道
昨日，由区残联主办的“中国梦，两美情，
残健行”特殊艺术进万家巡演活动在崇贤街
道北庄村举行。来自浙江省残疾人艺术团的
演员们，为现场近 200 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视听盛宴。
集体舞蹈《千手观音》拉开了整场演出的
序幕，艺术团演员们相继为观众带来了小组
唱《寻梦渔家》、群舞《畲家女儿拍》、男女二重
唱《在一起》、小品《火红的玫瑰》等 11 个优秀
节目，引得现场观众一片叫好。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巡演，进一步提升街
道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丰富残疾人群体的文
化生活。”崇贤街道残联理事长周金良说，采
用特殊艺术表演的形式也能让市民更深入地
关注、了解残疾人群体，感受特殊艺术的魅
力。
据悉，演出结束后，演员们还将赶赴台
州、温州等地继续巡演，把更多优秀的特殊艺
术作品带到全省各地。
见习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顾晓燕 姚萍萍

“安全隐患随手拍”欢迎大家来参与
■记者 范建荣 通讯员 全玎丽
本报讯 安全通道被堵？消防设施受损？
车间电线乱接乱拉？设备操作存在安全隐
患？你的身边是否存在类似这些安全隐患？
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由区安监局主办的“安
全隐患随手拍”活动欢迎大家来参与。
“随手拍”内容包括企业安全隐患：如
进入建筑施工现场未佩戴安全帽、高空作业
未系安全带；无防护措施；电线裸露老化、
私拉电线等；消防通道堵塞、消防栓损坏；

生产现场有粉尘、噪音等危害，未佩戴口
罩、耳塞等劳保用品。交通安全隐患包括通
过斑马线未减速礼让行人，随意违停，机动
车超载，交通标志标线、信号设施等搭配不
全；企业主体责任“一必须五到位”未落实
等。
感兴趣的市民可关注“余杭安监”
“ 余杭
晨报”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对话框内输入关键
字“随手拍”，收取提交页面，并按照提示完成
照片提交；或是点击底部“阅读原文”直接进
入照片提交页面。
（所有参与者个人信息仅供

奖品发放所用，主办方绝对保密。
）市民也可
通过余杭新闻网（www.eyh.cn）提交照片；或通
过掌上余杭 APP 报料平台提交；也可通过余
杭晨报新浪官方微博，私信或@余杭晨报提供
相 关 线 索 。 此 外 ，余 杭 晨 报 新 闻 热 线
13735501111 也可接受报料。
市民用手机或者照相机拍摄主题突出、
画面清晰的照片（单幅或组照均可），写清楚
拍摄地点及内容说明，并通过上述方式提交
即可。

“让良渚文化走出去”
良管委探索对外宣传新模式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王婷

本报讯 前日，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
管委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瞿林东、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国际汉语
教育分社社长梁宇一行，前来参观老虎
岭水坝遗址、莫角山遗址，并就加强良
渚文化对外宣传合作达成共识。杭州良
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
主任陈寿田向来访人员介绍了良渚遗址
保护利用、申遗工作情况、良渚文化宣
传进展等内容。
瞿林东教授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方面研究，在中国史学史领域有相当
建树，同时也是初中历史教材《中国历史》
的第一主编，为良渚文化内容进中学历史
教科书做了许多工作。国际汉语教育分
社致力于对外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据梁
宇介绍，近期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重新出
版的孔子学院教材《走进中国历史》，其中
在史前文明篇章中重点介绍了良渚文化，
该教材今年即将出版。
自良渚遗址申遗工作启动以来，良管
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合作互动，利用报刊
杂志、电视广播、新媒体等宣传载体，向社
会各界发布良渚遗址申遗进程，对大众传
播良渚文化，营造了良好的宣传氛围。陈
寿田表示，良渚遗址申遗期间需要加强对
外宣传工作力度，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国
际汉语教育分社拥有广阔的传播渠道和
丰富的资源，希望双方能够加强合作，将
良渚文化的宣传和国外孔子学院的教育
相结合，让外国人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认识
悠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也让良渚文化能够
真正
“走出去”
。

（紧接第 1 版）
“美丽乡村”建设中需要的
竹子、木头、石材、石臼等材料，都是俞荣
华一样一样货比三家采购回来的。
原来，俞荣华家里经营着一家颇有禅
茶意境的茶馆。径山村目前正加紧建设
“禅茶第一村”，作为人大代表，又颇有经
验的俞荣华义不容辞地担起了采购建筑
材料的重任，
“ 领导和村民都相信我能做
好，那我肯定尽心尽力，
不让大家失望。”
“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和径山镇全域
景区建设，我也深深感受到了我们正在扎
实践行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论。我们村正升级成为带有茶道
表演、素食体验、茶宿生活为一体的顶级
休闲养生村落，村里的民宿、茶馆、农家
乐，节假日里生意都十分兴隆。”俞荣华
说，
“‘美丽乡村’建设是全方位的，在建设
基础设施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文化内涵以
及村民素质的提升，以此来带动美丽经
济，真正实现景区美、百姓富。”

浦发银行
“大学生群体金融知识普及行动”
正式启动
近日，浦发银行“大学生金融知识普及
行动”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为普及
金融知识，践行社会责任，浦发银行此次金
融知识普及公益活动，将覆盖华北、华中、
华东、华南、西南等全国多个高校聚集地
区，
预计影响数百万大学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金融机构、金融产
品、金融服务走进高校校园，为高校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部分不法企
业、不良网络借贷平台利用部分高校学生
缺乏基础金融知识，进行违规操作、虚假宣
传，诱导学生进行非理性借贷，甚至出现危
及生命安全的恶性事件。
基于此背景，今年 7 月，中国银监会、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多部门联合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
工作的通知》。8 月，银监会又下发《关于
推进大学生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活动的通
知》，
《通知》要求积极联系对接各地教育主
管部门和高校，利用大学新生入学时点，支

持配合各高校开展面向新生的“开学第一
课”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为切实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工作，提升
大学生金融风险防控意识。浦发银行积极
响应号召，勇于承担金融社会责任，跳脱传
统金融知识普及模式，从大学生群体具体
需求出发，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大学生群体金融知识普及行
动”金融知识进校园大型公益活动。
相较于传统的金融知识普及公益活
动，此次浦发银行开展的“大学生群体金融
知识普及行动”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活动
形式上都更具创新性。在内容上，此次浦
发银行采取的是目前广受学生喜欢的短视
频形式进行线上传播。短视频内容主要包
括金融素养和金融风险防控两个大的主题
方向。金融知识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传播
起来不易被学生接受。此次浦发银行把专
业的金融知识，录制成浅显易懂，形象生动
的短视频，进行线上传播。

据悉，第一期课件视频“向不良校园贷
SAY NO”在腾讯、优酷等主流视频网站和
微信、微博、QQ 空间等学生个人自媒体平
台实现总计超 55 万人次的传播量，后续课
件还在陆续传播。在校园活动方面，浦发
银行在全国多所高校校园，以学生喜闻乐
见的校园活动形式如：辩论赛、演讲比赛、
篮球赛、晚会等形式进行金融知识普及。
浦发银行此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公益活动的宗旨是秉承公益之心，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以学生感兴趣的点出
发，进行去专业化，实现金融知识生活化和
场景化，增强活动的趣味性，调动学生的互
动性，扩大活动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向大
学生普及相关金融常识。
浦发银行此次公益行活动内容丰富、
形式新颖，结合了当下金融发展的实际，涵
盖了众多基础金融知识，真正从学生的需
求出发，大范围、深层次、强互动的对学生
进行金融知识普及，引导和教育大学生树

立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培养大学生正确的
财富观、消费观和金融观。
据悉，除了此次大型金融知识普及公
益活动，为研究大学生群体对金融知识、行
为和风险的了解，浦发银行于今年 8 月发
布了业内首份《大学生金融知识及消费习
惯调研报告》，该报告从金融知识素养、金
融消费行为、金融安全意识等多角度综合
分析了中国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情况。为研
究大学生群体对金融知识、行为和风险的
了解，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和规范的金融产
品在大学生群体中进一步推广，提供数据
支持和思路拓展。
浦发银行表示，今后将通过更多的校
园公益活动，践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在更多的校园留下浦
发银行“金融知识进校园”的足迹，为持续
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引导正确运用金融知
识，着力打造诚信、安全的校园金融环境和
营造健康和谐的金融环境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