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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马路陷阱”杜绝“井盖吃人”
区城管局火速排查临平城区井盖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沈益
斌） 昨日下午，在获知 12 月 4 日晚杭州某
小区内发生孕妇坠井事故后，区城管局为
排除安全隐患，确保市民出行安全，立即
开展了临平城区管养范围内的雨水井安
全排查工作。
“其实我们此前已对临平城区主要道
路由城管负责的窨井内都装上了防坠
网。”区城管局市政绿化河道监管中心副
主任沈益斌对记者说，
“ 这次排查我们重
点对井盖内防坠网进行详细排查，主要查
看防坠网是否有松动、脱落等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巡查过程中，我们对井圈
井盖松动、破损及时进行了更换。”
目前，临平城区主要道路 3600 余个雨
水井井盖情况正常，防坠网均安装到位。
“如果市民朋友发现路面雨水井井盖缺失
破损等情况，请及时联系城管热线 96310，
市政养护工人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理，
保障您的安全出行。”
沈益斌说。
记者了解到，区城管局市政绿化河道
监管中心一直紧绷安全这根弦，在雨水管
网日常养护中结合智慧城市大脑、数字城
管、日常巡查、110 联动平台等各种手段做
好雨水井盖缺失、破损等安全隐患的动态

记者手记

市政养护工人正在人民大道查看防坠网是否有松动、脱落等情况
监管工作，做到应急反应迅速，在 2 小时内
完成应急处置。
下一步，区城管局将开展全区范围内

雨水井盖安全排查工作，举一反三，查漏
补缺，特别是对容易忽视的安全死角进行
全面排查，
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12 月 4 日晚上 7 点多，下沙观澜时代
小区发生一幕悲剧：丈夫开车带着怀有 7
个月身孕的妻子回家，将车停在路面停车
位后妻子下车，刚走了一步就坠入一个没
有盖子的窨井……孕妇被消防救起送入
医院时，
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城市井盖是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井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内
容，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和城市安全运行。随着依附于市政道路
的地下管线和井盖设施越来越多，井盖被
盗、缺损、移位、下沉等问题直接威胁行人
和车辆通行安全，
“马路陷阱”伤人事件时
有发生。
然而窨井量多面广，并且涉及供电、
供水、排水等管网单位较多，以致于缺失
的窨井盖往往难以得到及时修补。因此，
强化窨井管理、维护城市安全绝不是哪个
部门“单打独斗”可以实现的，还需各单位
和部门一起发力，
编织制度安全网。
窨井虽小，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勿让
“张口”窨井成为公共安全之痛。

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讲话精神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强化优质高效服务

区住建局从
“审改”入手促进我区营商环境优化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雪 红 通 讯 员 周
云）“树政务服务标杆，为企业排忧解难”
“办事高效、服务热情”，近日，乐坤（杭州）
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给余杭区市民之家
三楼住建局（招标）施工许可综合受理窗
口送去了锦旗和奖牌，原来，该企业到窗
口办事时，工作人员不仅先给他们梳理了
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所需资料，一次性告之
存在的问题，还在建设单位准备资料期间
对工程进行了初审，大大缩短了项目受理
和审批时间。最后，企业补齐资料后仅 1
个工作日就拿到了施工许可证。
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工作部

署，进一步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区住
建局（规划分局）以
“最多跑一次”
及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口，抓好“审
改”举措落实，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强化优
质高效服务，
以提升企业获得感为目标，
为
我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最优质的审批
服务。
该局进一步深化跑改举措，在规划方
面推行政府项目
“模拟审批”
、企业项目
“承
诺制审批”及项目建议书与规划选址意见
书、用地规划许可与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
审核并联审批；在工程方面深化施工图数
字化联审及建筑工程“安监+质监+施工许

可”
打包受理并联审批；
在房地产方面强化
不动产交易、
查档等环节一体化平台服务。
在积极贯彻落实省市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和市级审改试点方案要求
基础上，该局履行规划建设部门牵头职
能，推动工程项目审改制度落实。在土地
出让阶段实施区域评估制度改革和“标准
地+承诺制”改革；在规划许可阶段推进政
府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与发改立项并
联审批，扩大规划许可“告知承诺制”实施
范围；在施工许可阶段取消“渣土处置”手
续、资金证明和无拖欠工程款承诺书、工
伤保险相关凭据等审批事项，压缩施工许

可和质安监手续办理时间；在竣工验收阶
段推进“竣工测验合一”，目前已多次组织
开展相关专题培训。
区住建局还牢固树立为民服务宗旨和
优化营商环境责任意识，
在做好前述
“规定
动作”的同时打开思路、锐意创新、查漏补
缺。积极探索工程项目人防质监和工程质
监
“合二为一”
；
创新推动工程建设项目
“基
坑围护先行”施工许可；向上对接提出“简
化民用建筑节能审查”
“增加施工图审查机
构”
“强化项目方案编制深度”
“加快中介机
构及建设单位诚信体系建设”
等意见建议，
为促进我区营商环境优化加码助力。

打造幸福家园·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在行动

管线乱拉乱接将成往事

运河亭趾集镇强弱电上改下工程即将全面完成
本报讯 （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高晓
玲）“街上各种飞线乱作一团的景象现在
已经缓解不少了，我们都很期待看到改造
完成之后亭趾的新模样。”昨日下午，运河
街道亭趾小城镇基础环境整治施工现场，
集镇内强弱电上改下项目施工正进入最
后的紧张扫尾阶段，废弃管线清理和拔杆
工作也即将于近期完成，这一项目的顺利
完工也将意味着亭趾集镇管线乱接乱拉
的情况成为
“过去式”。
亭趾集镇是运河街道小城镇基础环
境整治工作中着力打造的三处集镇之
一。紧邻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临平城
区的亭趾集镇商铺众多，人流车流密集，
集镇范围内还分布有蜗牛广场等大型综
合体，属于街道重要的商业中心。然而，
亭趾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集镇带来

了交通拥堵、管线凌乱等诸多问题，为此，
运河街道紧紧围绕亭趾集镇的“商业中
心”定位，通过“美丽公路”道路景观提升、
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强弱电上改下、立面
整 治 等 一 系 列 措 施 ，以 整 体 环 境 的“ 序
化”、治理为核心开展整治工作，逐步将亭
趾集镇打造为商圈聚集的“城郊都市商业
街区”。
“强弱电上改下工程是集镇‘序化’的
组成部分之一，通过对片区内各处背街小
巷强弱电管线的改造，能有效提升集镇的
整体面貌，同时尽可能降低线路乱接乱拉
带来的安全风险。”运河街道城市管理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徐旭成告诉记者，针对集
镇背街小巷改造提升工作属于亭趾集镇
的二期工程，主要包括外墙粉刷、路面修
复以及上改下工程等内容。
“接下来，我们

预期年化收益率

会马上进行强电线路的停电割接，其它弱
电线路的清线以及线杆的拔杆工作也正
在进行，可以按时完成清理。”目前，正在
进行亭趾集镇范围内 20 余公里长度的强
电高压、低压电缆的铺设。
上改下工程的完成并不是集镇“线乱
拉”治理工作的终点，长效管理手段的落
实才是让管线乱拉乱接成为往事的关
键。为进一步巩固各集镇“线乱拉”治理
成果，运河街道从审批环节入手，设置起
强弱电线路建设审批许可制度，同时建立
街道“线乱拉”专项治理长效管理办公室，
对相关的管线建设开展规范管理与监督；
加强施工建设监管，进一步完善强弱电工
程建设准入门槛和施工规范，确保施工项
目的安全性与规范性；加强街道范围内小
城镇强弱电管线运维监管工作，建立健全

产品名称

理财期限

理财管理计划
1号

每月开放

4.18%-7.06%

季安享新客户

91 天

4.90%

10 万元起（限购 50 万）

4.95%

300 万元起
（限购 600 万、财私客户除外）

4.85%

100 万元起（限购 300 万、上月
AUM 值小于 100 万元的客户）

往期年化收益

投资金额起点

销售日期

1 万元起

12 月 11 日
至
12 月 17 日

12 月 4 日

季季鑫
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高净值

91 天

至
12 月 11 日

182 天

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
余杭区世纪大道176号

联系电话：
86238899、
89356520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地址：
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联系电话：
88669959、
88669881

对小城镇强弱电管线建设的日常巡查和
监督检查机制等各项制度，增强各部门的
综合执法力度。
街道将通过落实“线乱拉”治理的各
项长效管理手段，继续加大对强弱电管线
建设管理相关法规知识的普及和长效管
理政策的宣传，强化各强弱电设施权属单
位的自律自查意识，引导市民群众养成良
好生活习惯、提高市民素养，积极主动参
与小城镇强弱电管线建设管理。
据了解，亭趾集镇的大多数各类工
程项目将于 12 月 10 日左右完成施工作
业。与此同时，集镇的环境卫生清扫，
施工现场的物料、器械整理工作也正在
同步开展，整体工作预计将于 12 月 15 日
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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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仓前代表小组
定向视察特色小镇建设

本报讯 （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蔡莲杰）
昨天，区人大仓前代表小组定向视察我区特色
小镇建设工作，实地踏看艺尚小镇现场。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屠冬冬参加视察。
在艺尚小镇，代表们走访了小镇客厅、时
尚文化街区、国际秀场等，详细了解艺尚小镇
产业布点、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今年 1-10
月，艺尚小镇完成投资 17.06 亿元，其中特色产
业投资 15.09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67.66 亿元，
税收收入 4.25 亿元；集聚国内外顶尖设计师 24
名，其中金顶奖设计师 5 名、全国十佳设计师
13 名；引进区域性服装企业总部 36 家，企业
736 家，
其中时尚产业企业 409 家。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区发改局就我区特色
小镇建设工作进行了专题汇报。2015 年以来，
我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制定
《加快特色小镇建设重大专项行动方案》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
依托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城东智
造大走廊及我区重点平台，围绕全省八大万亿
级产业布局，精心谋划了一批特色小镇，坚持
“产、城、人、文”四位一体推进，形成了“创新引
领、重点突破”的良好态势。今年，全省特色小
镇规划建设工作现场会在我区召开，艺尚小镇
被命名为第二批省级特色小镇，人工智能小镇
列入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全区已形成 2 个省
级命名、
2 个省级创建、
2 个省级培育、
2 个市级创
建“梯队式”特色小镇建设良好格局，为我区经
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
通过踏看现场、听取汇报，
代表们对区发改
局特色小镇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同时就
特色小镇工作建言献策。屠冬冬在座谈会上指
出，
要将特色小镇建设、产业转型和城市化推进
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资源配置更合理、环境更优
美、
效益更高效，
使老百姓获得感更强。

区枇杷产业农民合作
经济组织联合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 杨荣） 昨日，余杭区枇杷
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正式成立。会
议审议通过《余杭区枇杷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
织联合会章程》
《余杭区枇杷产业农民合作经
济组织联合会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办法》。
塘栖是中国三大枇杷产地之一，也是著名
的枇杷原种地。其中软条白沙是白种枇杷中
最为珍贵的品种，受到农业部植物品种保护。
2001 年获中国浙江省国际农业博览会银奖，
2011 年 5 月，塘栖镇荣获“中国枇杷之乡”称
号。据统计，塘栖枇杷种植面积已达 1.5 万亩，
正常年份产量在 5000 吨左右。
枇杷产业农合联的成立，将为枇杷产业的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服务。枇杷产业农合联主
要以合作和联合为纽带，以服务全区枇杷产业
为宗旨，促进枇杷产业合作经济组织规范运
作、发展壮大，引导枇杷产业经营主体及组织
之间、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扩大交流、拓展合
作，从而提升整个枇杷产业。

（紧接第 1 版）在 8 分钟以内对项目的需求调
研、执行目标、实施过程、资金预算、预计成效
等方面进行阐述。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区范围内
首次尝试现场认购会的形式来推动政府购买
服务项目，一方面帮助政府部门解决任务重、
专业性不强、服务活动形式单调等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效载
体，多类别组织、各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带动，
引导广大居民群众志愿者参与服务，真正帮助
社会组织良性稳定发展并提升其参与社会治
理的能力。有效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牵手，专
业人才与志愿者牵手；社会组织自我造血与政
府（单位）实际需求输血融合，政府职能转移与
社会组织赋能融合。
据悉，认购会现场就心理测评、司法矫正、
离婚调解、低散乱整治、垃圾分类等服务内容
达成购买服务意向。下一步，区民政局将组织
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时跟踪监测，帮助政府部门
（单位）和社会组织进一步梳理、明确项目的具
体内容，就项目的服务形式、资金管理、实施进
度等进行一对一优化，逐步完善公共服务项
目，确定以后即可向社会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