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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违停未处理的机动车或将面临强制执法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陈乐
瑜）“ 沪 C4W***，违 停 未 处 理 108 次 ；沪
C96***，违停未处理 94 次；浙 G22***，违停
未处理 86 次……”昨天，区城管局在“余杭
城管”官方微信上曝光了部分多次违停未
处理的机动车，有的违停未处理次数简直
令人咋舌。
“目前，我区 15 次以上违停未处理的机
动车有 232 辆，我们将对他们进行重点整
治。依据《杭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将对涉

及多次违停未处理车辆，采取行政强制措
施。”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最近，区城管局“5+X 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停车秩序专项整
治就是其中重要一项。
“ 这期间，我们将加
强与区交警部门工作对接，落实对违停车
辆的短信推送，督促车主主动接受处理；各
辖区中队根据具体清单对现场违停车辆进
行锁扣，重点对有 15 次以上违停未处理的
机动车进行整治，要求必须在接受处理后
凭据放车。”
此外，区城管局将对照严管道路（严管

街）创建标准，深入推进非机动车无序停放
治理，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对部分
道路、窗口等路况特殊、但有刚性停放需求
的，实施非机动车停放“退路入巷、入院、入
库”，
还人行道空间。
余杭城管在此提醒，城管违停处理途
径有很多，可以微信关注公众号“杭州城
管”、下载“贴心城管 APP”缴纳罚款。当事
人也可以持驾驶证、行驶证原件至城管违
停处理窗口，核对信息后开具处罚决定书，
然后到附近的任一农商行柜台缴纳罚款，
或在窗口扫码通过支付宝等途径网上进行

罚款缴纳。

新闻链接
区城管违停处理窗口：1.区市民之家二
楼城管窗口（临平南大街 265 号）；2.余杭交
警大队城管窗口（临平丁山路 2 号）；3.城管
余杭中队（余杭街道禹航路 807 号）；4.城管
瓶窑中队（瓶窑镇大桥路 72 号）；5.城管塘
栖中队（塘栖镇塘西路 214 号）；6.城管物流
中队（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吴家门路 8 号，行
政服务中心 4 楼）；7.城管良渚中队（良渚街
道玉琮路 97 号）。

2018“ 美丽洲”故事会落幕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卫
芳） 日前，随着“美丽洲”故事会第 90 期
余杭民间新故事专场在区图书馆三楼报
告厅落幕，
2018 年故事会圆满收官。
台上，故事家们绘声绘色地演绎《作
妖的 100 块》
《倪村长抓胡蜂》
《业余碰瓷》
等精彩故事，台下，听众们时而捧腹大笑，
时而凝神静听，每当一个故事讲完都报以
热烈的掌声……
2018“ 美丽洲”故事会秉承往年的好
经验、好做法，结合余杭地方文化特色，围
绕改革开放 40 周年、建党 97 周年等主题,
进一步营造故事会氛围、丰富故事会内
容、拓展故事会外延，利用故事这个群众
喜闻乐见的载体宣传文化西进、五水共治
等重点工作，从而达到提升故事会整体质
量，用文化的力量凝聚民心民力的目的。
故事会全年举办 15 场，共为 2000 余
名听众送去欢乐，传递满满正能量。故事
会分设浙江省优秀故事展演专场、走进校
园专场、廉政故事专场、少儿故事专场、余
杭地名故事专场、文化西进故事专场、非
遗故事专场、庆祝建党 97 周年专场、五水
共治故事专场、民间故事专场。除在主阵
地区图书馆开展以外，先后走进鸬鸟镇前
庄村、黄湖镇虎山村等文化礼堂，走进星
桥街道文体服务中心、南苑街道文体服务
中心、东湖街道蓝庭社区等公共文化场
所，走进云会中心小学、良渚三小等学校，

打造 30 分钟市民学习圈

余杭区全民终身
学习活动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金昌
才 贺兰） 昨日上午，2018 余杭区全民终
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余杭街道举行，
区教育局、社区学院、余杭街道和各镇街
成校负责人及居民代表共 500 多人参加启
动仪式。
今年余杭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
主题是“服务八八战略，打造 30 分钟市民
学习圈”。所谓“30 分钟市民学习圈”，用
三个词概括就是：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
时能学。
据悉，今年的活动周时间将持续到 11
月 15 日，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各镇街
将开展一系列学习活动，为广大社区群众
和市民朋友提供丰富多彩的学习“充电”
机会。
启动仪式上，获得 2018 年余杭区“百
姓学习之星”
“ 社区教育优秀志愿者”
“社
区教育优秀微课”
“ 示范学习型团队”
“社
区教育优秀品牌项目”
“ 示范镇街 30 分钟
市民学习圈”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
彰。其中，余杭街道、塘栖镇、瓶窑镇荣获
“30 分钟市民学习圈示范镇街”。随后，余
杭街道社区教育中心还送上了一台精彩
的文艺节目。
近年来，我区社区教育紧紧围绕“倡
导终身学习，提升全民素质”理念，凸显服
务功能，形成了以人为本、服务全民、创新
机制、优化全程的社区教育良好工作局
面。全区教育广泛发展、内涵发展、特色
发展，积极营造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
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氛围，努力建设社
区居民美好的精神家园，为建设学习型社
会发挥积极作用。

余杭红色记忆专题
资源库通过验收

把精彩故事送到广大市民的身边。此外，
还开展了“魅力声音”少儿诚信故事大赛

（余杭赛区）、
“美丽洲”故事会小小故事员
培训班等活动，既丰富小读者的假期生

活 ，同 时 又 加 强 了 故 事 会 后 备 队 伍 建
设。

余杭建设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考勤系统启用八个月

全区已有 312 个项目实施人脸识别考勤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雪 红 通 讯 员 周
云）“已考勤！”现在，很多建筑项目都会安
装一个 3D 人脸识别考勤机，工作人员只要
站在面前扫一下脸部，机器根据前期采集
录入的信息马上进行识别，就会出现这一
提示音。这套余杭区建设工程现场管理人
员考勤系统自今年 2 月份正式启用以来，已
经实施 8 个月，截至 2018 年 10 月份，全区已
有 312 个项目实施了这一人脸识别考勤。
今年 2 月 1 日，在前期采集的基础
上，区住建局下发了 《关于对余杭区建设
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实际到岗率进行考勤的
有关通知》，明确考勤对象为建设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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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施工企业、监理企业驻现场管理人
员。符合考勤对象要求的建设工程项目，
其施工企业、监理企业驻现场管理人员应
事先在余杭区建筑市场信用网录入人员信
息，并到区建筑业管理处采集人脸影像入
库。同时要求施工现场每日考勤时间段为
上午 6 点至 11 点，下午 13 点至 20 点，一
天记两次，每人每月有效考勤次数应不少
于 40 次。
自余杭区建设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考勤
系统启用以来，实行考勤的建设项目数量
不断增加，截至 10 月已有 312 个项目实施
了人脸识别考勤。实施考勤的项目占所有

在建项目的比例不断攀升，已超 60%。随
着新建项目不断增加，一批 2017 年 10 月份
以前取得施工许可的项目陆续竣工，这一
比例还将不断升高。
同时，纳入考勤的施工和监理企业数
量不断增加，截至 2018 年 10 月共有 186 家
施工企业和 90 家监理企业在项目现场实行
了考勤制度。其中一级以上资质的施工企
业和甲级资质的监理企业数量更是快速增
长，分别占到施工和监理企业总数的 64%
和 82%。
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具有高等
资质的施工和监理企业在人员配置，管理

的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在
余杭承揽业务的此类企业数量的增长，可
以大大提高余杭区建设工程现场的整体管
理水平，
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和安全。
随着纳入考勤的施工企业和监理企业
现场管理人员的数量不断增长，余杭区建
设工程现场管理人员考勤系统成为提高建
设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履职率有力机制。同
时，结合对余杭区建筑市场信用平台企业
和人员准入的严格把控，减少了建筑工程
现场管理乱象，提高了建设项目现场管理
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建设项目的管理水平。

本 报 讯 （记 者 胡 彦 斐 通 讯 员 余
图） 日前，浙江省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公布了通过验收的
11 个文化共享工程地方特色数据库（资源
库）项目名单。余杭区图书馆提交的余杭
红色记忆专题资源库项目名列其中，并且
被评为优秀项目。
余杭红色记忆专题资源库于 2017 年 9
月由省文化厅立项，该专题资源库以“挖
掘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为轴线，收集
整理余杭大量的红色史料，数字平台分成
七个模块展示余杭革命历史、古址、人物
等，以让后人深刻缅怀革命先烈，铭记革
命事迹，
传承和弘扬优秀革命精神。
资源库内容的呈现形式主要有文本、
图片、音频、视频。在历时一年的建设过
程中，区图书馆积极向区政协、区史志办、
余杭新闻传媒中心、镇（街道）等有关单位
多方收集珍贵资料，邀请有关学者、专家
进行指导，并前往有关红色古址等进行实
地拍摄，收集的文本达 200 余万字，视频
217 分钟，图片 610 幅，数据库数据量总计
达到 8GB，且数据规范、准确性高。

仁和街道开展禁毒
宣传签名活动

中翰盛泰：心怀
“家国情怀”立志成为行业领导者

（紧接第 1 版）周旭一预计，该款产品明年将
会为企业带来超过 6000 万元的销售额。
如果说上半年 HBP 的正式问世令周旭
一 欣 喜 ，那 下 半 年 中 翰 盛 泰 NFL 项 目 在
2018 年首届中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斩
获三等奖，则更令他感到无比欣慰。相比
于传统的单指标检验，NFL 项目实现了免
疫学或者分子生物学的多指标同时检验的
方法，通过原创性的技术开发实现高通量、
多指标的检测技术。
“ 以日常医学检验为
例，过去要抽几管血，经历几小时或者数天
才能检查完成的项目，在应用 NFL 结束后，

可以使用更少的样本，在更短时间内检测
更多指标。”
周旭一介绍道。
“作为一种平台性技术，NFL 项目的未
来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周旭一认为，NFL
项目的潜力巨大，不仅可以运用于人体检
测，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至医学基础研究、新
药开发、司法鉴定、食品卫生监督、宠物诊
断等领域。

不忘初心 在圆梦之地上继续前行
“改革开放架起了一座中国与国际贸
易的桥梁，让国内的体外诊断行业实现了

从无到有的突破，为中翰盛泰的成立提供
了天时；而来到余杭，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梦想成真的栖息热土。”在周旭一看来，中
翰盛泰的诞生无疑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
之一，而近年来开发区内生物医药的产业
集聚效应不断壮大，也为企业的进一步快
速发展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逐鹿者不顾
兔，决千金之货者，不争铢两之价。”这是中
翰盛泰企业的价值观，也是周旭一的价值
观。
“ 中翰盛泰的战略规划是一体两翼、双
核驱动，打造医疗体外诊断领域全产业链

生态圈。”周旭一的梦想很大，为实现这个
梦想，他打造了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医智
汇创新工场，打造了浙江生物制品跨境服
务中心这个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拓展了
企业发展的纵深度，更为推动行业发展贡
献了力量。
“伴随着改革开放，医疗器械行业诞生
于华夏大地上，而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我
也希望中翰盛泰可以在开发区这片圆梦之
地 上 继 续 加 速 奔 跑 ，成 为 行 业 内 的 领 导
者。”展望未来，周旭一和中翰盛泰将继续
奔跑在逐梦之路上。

浦发银行理财产品一览
个人金融热线电话

89280377 86238964
公司产品咨询电话 86236377
国际业务垂询电话 86230906

产品名称

销售起止日

起点金额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

每周三至至下周二

1万

188 天

4.95%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30 万

91 天

4.95%

产品类型/风险

官方微信平台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123 天计划

每周一至周五

5万

123 天

4.58%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184 天计划

每周三至下周二

5万

184 天

4.58%

非保本浮动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 35 天计划

T+1

5万

35 天

4.16%

/较低

同享盈增利之悦享计划（389 天）

每周一至周五

1万

389 天

4.60%

同享盈增利之代发客户专属

T+1

1万

90 天

4.45%

天添盈增利 1 号净值型理财

T+0

1万

无固定期限

4.3%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

注：理财销售日期及收益率按每期发行公布为准

本报讯 （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连
孝） 昨日，仁和街道组织群众参与以“全
民参与 万人签名，助力杭州创建全国禁
毒示范城市”为主题的大型禁毒宣传签名
活动。
据了解，今年杭州市被国家禁毒委确
定为首批 109 个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大
家在签名墙上留下签名和祝福语，随后又
到宣传台咨询学习禁毒知识，领取禁毒宣
传资料。

浦发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
临平北大街 150 号 理财热线：
86231715
浦发银行余杭东海花园支行
地址：
临平南大街 128 号
理财热线：
57893607 57893608
营业时间:9:00 一 18：
30
浦发银行余杭科技城支行
地址：
文一西路 998 号 4 幢 电话：
8623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