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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
“五场硬仗”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提升改造老旧园区 承接未来科技城溢出效应

仓前街道启动高桥“智造半岛”项目
今年以来，仓前街道紧紧围绕“追求高质量发展、争做新时代发展排头兵”这一主线，积极开展“三年活动”，全力打好“五场硬仗”
。
近日，仓前街道对高桥工业园区开展“低小散差”整治，并完成了高桥村 34 户农户集中签约，拉开高桥“智造半岛”项目序幕。街道将对
高桥工业园区提升改造，淘汰落后产能，
引入创新性企业，
打造高品质的高桥
“智造半岛”
。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钟佳菲

贾新联（右）在签约现场听取工作人员讲解

腾出发展空间 征地拆迁工作启动
近日早上 9 点多，农户贾新联来
到仓前街道集中签约处，工作人员耐
心跟他说明价格赔偿的相关内容后，
贾新联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
字。
“ 价格还可以，拆迁能改善我们家
的生活条件，也可以住上环境比较好
的农居点，我觉得挺满意的。”贾新联
今年 70 岁，家里 5 口人，靠一部分房租
和他当厨师的微薄收入过日子。因为
妻子、孩子都有残疾，贾新联正为房子
拆迁后该住哪里而担心。说出自己的
顾虑后，工作人员建议贾新联申请提
前安置。
“街道对于家里有困难的，符合相

高桥“智造半岛”效果图

老旧园区产能落后 提升改造迫在眉睫
高桥工业园区形成于 2002 年，是一个较
为老旧的工业园区。园区占地 250 余亩，有 19
家企业，年税收不足 1600 万元。在“亩产论英
雄”的当下，以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促进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才是一个高
桥工业园区的出路。
近年来，仓前街道始终坚持“依托未来科
技城，打造幸福新仓前”，及时跟进、主动服务，

助力未来科技城打造“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科
技城。
“随着土地指标的日益收紧，未来科技城
招商引进、孵化的项目缺乏产业化空间，没有
空间就意味着优质项目的流失，而高桥工业园
区就可以很好地缓解这一现象。”街道负责人
告诉记者，高桥工业园区毗邻梦想小镇，且占
地较大，可以承接不少未来科技城的溢出效
应。

在双赢的局面下，高桥工业园区的提升改
造工作被提上了议程。
“ 事实上，去年年初，我
们就有计划对高桥工业园区进行提升改造。”
方案经过不断完善，终于在去年 8 月经区政府
同意实施该项目，今年年初，余杭区更是将高
桥工业园区提升改造工作列入全区 5 个试点
之一，要求做出成效，做出亮点。

美丽庭院

关条件的拆迁户一直都有提前安置的
政策。”工作人员告诉贾新联可以填写
申请表，并交给村里。经过审核后，如
果通过的话很快就能住进新房了。
“高桥工业园区的土地征收涉及
19 家企业、34 户农户以及集体土地。
前不久，我们已经完成了集体土地的
征收，此次 34 户农户集中签约完成
后，紧接着我们将进行 19 家企业的征
收，目前，已完成企业的摸底，近期将
进场评估。”街道负责人告诉记者：
“我
们争取在 6 月底前完成征收工作，并
于 9 月底前完成腾空。”

筑好巢引好凤 打造高品质园区
高桥工业园区提升改造项目共分
A、B、C 三个区块。街道负责人详细介
绍了区块规划：
“A 区块现状为低端工
业园区，有拿地企业 19 家，总用地面
积约 250 亩，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米。
这 块 区 域 整 体 容 积 率 很 低 ，小 于 1。
街道统一收回土地后，计划与未来科
技城合作开发；B 区块规划范围面积
约 80 亩，拟建成医疗器械产业园；C 区
块则建造一个小型商贸综合体，一个
人才公寓，
用于解决产业配套问题。”

仓前将深化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以“创新、优化、集约、提升”为着力点，
突出高质量发展，以亩产效益提升、产
业承载加速、倒逼淘汰落后、技术创新
发展、产城融合发展为主要任务，采取
平台主导、国有主体、合作开发、强化
配套、专业运营等方式深化工业园区
提升改造，建设“专精特新”的高品质
工业园区，为优质项目提供产业化落
地空间，进一步夯实工业经济，培育税
源经济新增长点。

无违建创建
闲林街道妇联：

户户创五星家庭 人人建美丽家园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哲 记者 宋晗语） 为
深入贯彻“美丽余杭”建设要求，闲林街道妇联
自 2017 年以来不断通过宣传教育、网格治理、
群众参与、志愿服务等载体，倡导广大家庭积
极开展以“五美”为标准的五星级家庭创建，即
“居家环境美、出租秩序美、诚信创业美、行为
示范美、道德风尚美”，落实“五个一”工作举
措，全力打造家庭
“五颗星”。
一套工作机制，创星纳入网格治理。去
年，街道妇联出台《闲林街道关于“网格微治理
家庭创五星”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将五星级
家庭创建纳入网格治理，并在村社“网格管理”
考核细则中，将创建成效纳入网格长工作考
核。通过工作分解、考核倒逼，使网格长提高
认识，主动承担责任，发挥网格作用。
一次家庭清洁，人人行动家家参与。各村
社与辖区内家庭签订《庭院整治三包责任书》，
落实家庭环境卫生责任主体，将每月 15 日定

为“美丽余杭”家庭清洁日，动员村民人人参
与。同时在网格内定期开展检查及轮回式督
促，配合宣传动员等方式营造氛围，鼓励家庭
参与“美丽余杭”建设，提升家庭成员文明素
养。
一次美丽宣讲，分三层级开展培训。开展
统一培训，在分层宣讲前进行教员培训；街道
妇联全体执委对各村社网格一长三员进行培
训；村社执委、网格宣讲员对女户主进行培
训。充分利用林下讲堂等活动载体，将美丽庭
院宣传融入“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的主题宣传内容，并组织村民代表参观学习，
汲取好的经验与做法。
一套奖罚机制，亮星亮牌树立典范。对畅
评产生的“五星级”家庭，进行亮星亮牌树立典
范。今年 2 月，闲林街道妇联为 10 个村社的
212 户“五星家庭”亮牌送“福袋”，其中党员户
73 户，提升五星级家庭的荣誉感，激发争创热

情。对检查评比中发现待促进家庭的，给予一
次改进，二次执行的整改措施，情节较为严重
的，按村社《村规民约》和专项规定处罚。
一支志愿队伍，带动全民公益行动。民丰
村有一支名为“林里姐妹帮帮团”的公益队
伍。在她们的带动下，不少人受到感染，纷纷
效仿学习，街道内很多村社均成立“林里姐妹
帮”分队。目前，桦树林村已建立一支由 40 余
名热心妇女组成的姐妹帮帮团定期开展常态
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
唤起群众的环保意识。
闲林街道妇联“网格微治理，家庭创五星”
创建活动已实行 8 个月时间，共吸引 4087 户
家庭参与。截至目前，通过全年检查及年度圆
桌畅评价，共评选出五星家庭 212 户，其中党
员户 73 户。各网格内“五星级家庭”不少于
10%；美丽庭院户不少于 30%；合格庭院达到
95%以上。

塘栖今年要拆除违建
21 万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张
钰） 2018 年塘栖镇“无违建”创建工
作目标任务日前确定了：拆除违法建
筑 21 万平方米，全面清理存量违建，
确保“新违建零增长”，争创杭州市“无
违建”镇。
截至目前，该镇今年已拆除存量
违建 178 宗，约 5.5 万平方米。接下
来，将重点攻坚列入拆除负面清单的
存量违法建筑。如 6 月底前，全面完
成剩余的 19 宗国家土地例行督察违
法用地的复耕工作；完成第二批区领
导包案典型违建整治工作；对 500 平
方米以上大面积存量违建、违建租赁
辅房、不雅建筑、上级重点督办违建实
施整治，同时配合抓好其他各类专项

整治。
拆“旧”也要控“新”。该镇将对新
违建实行“零容忍”，加强巡查，发现新
违建做到即查即拆。在 4 月底之前卫
星遥感监测到的新违建全部拆除到
位，确保新违建
“零增长”。
今年，塘栖将迎接省市区对“无违
建镇”创建考核验收。因此，该镇将按
照考核标准要求，除拆旧控新外，建立
长效管控机制，抓好拆后利用工作，改
善城乡面貌，提升城乡环境，提高群众
生活品质，确保顺利通过“无违建镇”
创建考核验收。
去年，该镇共清理各类存量违建
51 万平方米，实现“新违建零增长”目
标任务，
成功创建
“基本无违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