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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坚守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张长
发）南苑街道高地社区有一个拖了9年仍
无法彻底解决的家庭纠纷：老人因赡养问
题和子女闹得不可开交，9次报警、6次调
解都没有结果。

该案例表面是老人的赡养问题，实质
却是由拆迁引起的家庭财产分割纠纷。
最后，该案交由社区民主评议团接手，经
当事人陈述、专业人员解析，37名评议团
成员现场投票确定评议结果，双方均接受
处理结果并愿意接受评议团监督，老人的
赡养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在基层村社，类似的民间纠纷并不少
见，一方面够不上法律层面，但乡规民约

约束力又不强，往往给社会、家庭造成不
和谐、不稳定因素。如何破解基层治理难
题？南苑街道高地社区建立的民主评议
团机制，调解矛盾有实招，监督执行有实
效，通过多件纠纷的调解实践，很好地解
决了这一“顽疾”。

除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处理日常问题
外，社区制定了《居民公约》来规范居民行
为。但在具体实践中，《居民公约》对诸如
社区征地拆迁，居民离婚立户、养老，公共
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问题纠纷的调处有
力不从心的感觉。违反后，谁来评判？调
解后，谁来执行？

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高地社区在原

来道德评议庭基础上，升级成立民主评议
团，建立完善的评判机制，用来规范新老
居民执行《居民公约》，维护社区和谐稳
定。在组织架构上，民主评议团在社区党
委、居委会的指导下由调委会具体落实，
由党员代表、老干部代表、村贤乡贤和政
法部门人士、律师等 37人组成评议团，实
现“五方会诊”。评议内容和范畴以《居民
公约》规定的范畴为主，包括农民建房、违
章建筑及其他难以处理和调解的民事纠
纷。

评议团程序分为三步：首先，由当事
人进行事由陈述；再由执法部门对涉法问
题进行分析解释；最后由评议团进行评

议，评议结果达三分之二以上票数，制定
执行期限，要求限期整改。评议后，由评
议团对结果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拒不整
改的，由社区归档记录，在后期各项评优
评先、入党提干、公共利益分配等事项中
酌情处理。

“双方当事人讲了理由，法律人士给
出专业意见，最后大家投票评议，于法于
情于理面面俱到，老百姓心服口服。”高地
社区负责人说。社区民主评议团成立2年
多来，成功调解处理 50多起纠纷和问题，
对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作了有效探索，对维护基层社
会稳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这个“老娘舅”调解纠纷有实招
南苑街道高地社区民主评议团有效化解矛盾

公交司机雨中借伞
感动乘客

本报讯（记者 吕波 通讯员 盛雪娣）昨
天，乘客毛浙西女士给余杭交通部门网上留
言，说她要赶过去找公交766路一位男司机，同
时想把雨伞归还给他。

据毛女士回忆，8月3日上午临平城区大雨
如注,她刚从交通大厦边上的银行办完事,就看
到要乘坐的公交 766路到站了,于是她急忙冲
出银行大门,匆匆忙忙坐上车,没想到把随身携
带的雨伞落在银行了。一直到半路上看到雨
越下越大,毛女士才想起伞没带,当时车上只有
她一个乘客,她便跟司机说起这个事。司机提
醒她给单位同事打个电话帮忙送把伞到车站,
但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打通。

眼看着马上就快到站了,毛女士有点着急，
但没想到司机师傅跟她说，“雨这么大，你先用
我的伞吧。”到站停车后，毛女士接过了司机师
傅递来的一把折叠伞，心里很感动。

毛女士打着伞下了车。一路上，虽然风大
雨大，但她心里暖暖的，“如果没这把伞，我肯
定就成‘落汤鸡’了，说不定还会生病，真的非
常感谢他。”

“驾驶员本来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想不到得
到了这名乘客这么大的认可。”车队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根据毛女士提供的线索，发现当天借伞
的爱心司机是766路姚强师傅。姚师傅今年41
岁，是一位踏实稳重的司机，平时经常受到乘客
的表扬。面对记者采访，姚强师傅腼腆地笑了，
他说：“大家遇到困难都应该相互帮助，况且还
是自己车上的乘客呢。能帮上忙也是我的荣
幸，这样这个世界才有人情味嘛！”

美丽余杭人

本报讯（记者 陈坚 通讯员 张钰）8月 8
日是全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塘栖镇开展了一
场“Plogging”垃圾跑活动，融健身与公益于一
体，吸引不少居民参加。

“Plogging”兴起于瑞典，是“Plocka upp”
（拾起）与“Jogga”（慢跑）的组合，该运动模式鼓
励人们在慢跑时顺手捡拾周边垃圾。当日活
动从塘栖古镇广济桥出发，至塘超小径塘栖村
广场，全程约 3公里，活动时长 40分钟。所有
活动参与者都带上垃圾袋，在跑步时同步捡拾
废纸、废弃塑料袋、塑料瓶等垃圾，以此来宣传

“垃圾不落地”。

慢跑健身随手捡拾垃圾

塘栖开展“垃圾跑”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王珏 实习
生 孙言馨）早上 9点 30分，齐师傅已经
在乔司至南苑连接线工程桥面箱梁的“钢
筋箱子”里工作了 4个半小时了。烈日当
头，气温居高不下。为了避高温保进度，
他和 700多名工友每天早上 5点就会来到
工地作业。

乔司至南苑连接线工程是“三路一
环”工程近期实施的重点项目，工程建成
后将是临平副城联系杭州主城区的便捷
通道。本项目为“三路一环”中的“一
路”。工程西起石大线，东至望梅路，全长
约 7.14千米，其中高架桥梁段长约 5.1千
米，主线高架 50联，平行匝道 15联（其中
现浇箱梁56联、钢箱梁8联、预制梁1联）。

该工程由区住建局管理、中建八局承
建，2017年10月2日正式开工。

目前，施工现场主要为承台、立柱施
工，现浇箱梁浇筑，钢箱梁搭设，现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 48%；涉铁段现已进入施工，
主要为石大路段管线迁改，石大路辅道拼
宽，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0%。

昨日，记者跟随施工管理人员爬上了
11米高的桥面，“这里是第16联的位置，星
都大道预留节点，是箱梁里跨度算大的。”
在桥面施工现场，一根根钢筋纵横交错，
在墩柱上架起桥面的雏形。放眼望去，整
个钢筋桥面由一个个凹下近 2米多深的

“箱室”组成，五个一组，一组组整齐排
列。工人们有的在绑扎钢筋，有的在清理
杂物，有的在定位钢角线……大家趁着早
上的“黄金时间”忙于作业。

随着温度升高，桥面的钢筋也在发
热，站在施工面不到5分钟，记者脚底连同
小腿已经开始发烫。齐师傅在满是钢筋
包围的“箱子”里清理杂物，不停拭汗，“衣
服几乎穿不上，汗水太多了。”宋师傅则被

“关在”钢筋笼里面绑扎钢筋，满头大汗。
相邻箱室里的两位工人也正忙着手头的
活，一人放圆弧定位钢筋，一人进行点位
电焊，配合默契，他们是张拉工，正在进行
钢角线定位。

“现在这些还是可以熬的，最难的是
箱梁浇筑完成后对内模板的拆除工作。”
施工单位负责人介绍，像16联这里已经搭
好钢筋，接下来箱室里面会上竹胶板的内
模，一周左右就可以进行箱梁混凝土浇
筑，混凝土凝固时散发出的热量加上已有

的高气温，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浇筑后还
要把内模拆掉，这种高温天气，里面密不
透风，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在工人进
去前会用鼓风机先往里面送风，安排一人
钻进预留的洞口进去拆，一人在外面观
察，防止进去的人中暑晕倒。”

据了解，随着工程的推进，从 5月开
始，现场施工已进入全面现浇箱梁阶段，
目前已完成 10联浇筑。按每联浇两次的

频率算下来，现浇箱梁浇筑频率平均三天
浇筑一次。“现浇箱梁是24小时作业，因为
工艺要求，一般每次浇筑都在 20小时以
上，遇上高温酷暑天气，工人也就没法避
开高温，只能顶着烈日作业。”

施工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桥面施
工不比桥下，真的没地方躲，都是直晒，一
点遮阴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大型机械作
业机会不多，大多靠人工作业。”为了战高

温抢工期，除了特殊作业，项目部严格按
照夏季分时段施工，早上 5点到 10点，下
午 3点到 6点。并在施工现场设置休息
亭，定时为现场工人们提供冷饮、绿豆汤
及人丹等防暑降温用品。

记者了解到，乔司至南苑连接线工程
计划在今年 12月底完成主线箱梁合龙，
2019年7到8月间全线通车。

乔司至南苑连接线工程计划12月底
完成主线箱梁合龙

记者爬上11米高桥面 实地探访高温作业施工现场

“财丰”理财，如意宝 总有一款适合你！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存定期，购理财，来稠州银行余杭支行——用心首选
定期存款利率 半年：1.82% 一年：2.1% 二年：2.94% 三年：3.85%

10万定期收益 半年：910元 一年：2100元 二年：5880元 三年：11550元

产品详情请参见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并以银行与客户间签订的理财协议及协议书条款内容为准。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行享有对上述产品的解释权。

产品名称

财丰CF180623
财丰CF180628（清凉夏日专属）

财丰CF180629（新客户专属）

CF180631
如意宝YB180227
如意宝YB180228

期限
（天）

94
193
399
553
165
357

经测算预期年化收益率

4.65%/4.70%/4.75%
4.95%
5.20%
5.25%

3.8%/3.9%/4.0%/5.0%
4.0%/4.1%/4.2%/5.2%

认购日

2018/8/9
至2018/8/12

2018/8/9
至2018/8/15

2018/8/9
至2018/8/15

到期日

2018/11/15
2019/2/25
2019/9/19
2020/2/20
2019/1/28
2019/8/8

10万预期
收益（元）

1197
2617
5684
7954
1717
3912

风险
等级

中低
风险

低风
险

产品收
益类型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我区下半年廉租房摇号结束

16户家庭选中合适住房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沈涛） 8
月 8日上午，我区下半年廉租房摇号顺利结
束。28户符合廉租房选房资格的低收入家庭
参与摇号，其中16户家庭选中合适住房。

据了解，此次共有28户低收入家庭符合廉
租房摇号选房资格，区住房保障办将临平、星
桥和塘栖剩余的 23套廉租住房全部推出供保
障家庭选择。同时，为保障70周岁以上老人或
残疾人员能够得到优先保障，保障办对符合摇
号选房条件的家庭进行了筛选，5户保障家庭
获得了优先选房资格。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16户家庭选中了合
适的住房，最终放弃的家庭则选择了货币补贴
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