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博爱送温暖”
活动启动

区红十字会将慰问500余户
困难家庭 发出50余万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张婷）
市红十字会、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近日来到
良渚街道慰问困难户，给他们送去慰问金、
食用油和大米等物品。

家住良渚街道施家湾社区的叶晓东自
出生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目前双腿萎缩，无
法独立行走，肢体残疾三级，在安溪一家福
利企业上班，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妻子自
2013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有一独女，今年
14岁。叶晓东自妻子出走后独自抚养女儿
多年，平时全靠老母亲在家帮着照顾和打点
生活，生活负担沉重。慰问组鼓励叶晓东和
他母亲要保重身体，把女儿培养好。

随后，慰问组来到良渚街道石桥村困难
户李林法家中。李林法视力残疾四级，因患
有羊癫疯，无法正常工作。家中还有父亲、
妻子和儿子。父亲76岁已年迈，平时由妻子
照顾。儿子 11岁，身体体质较差，经常需要
就医。一家人平时只能靠每月的低保最低
生活保障金和李林法在村里打临工的微薄
收入来维持生活。一家人平时省吃俭用，生
活非常拮据，家中住房已处于危房状态，下
雨天渗漏较严重。慰问组鼓励李林法要树
立战胜病痛的信心，保持好心态，积极面对
生活。“感谢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们在寒冷冬
日里将温暖送到我家。”妻子沈忠女含着泪
表示，“街道红十字会和村干部也对我们很
关心，多次上门看望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区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红十字系统每
年春节前都会开展慰问活动，今年“新春博
爱送温暖”活动中，市红十字会共慰问我区
困难家庭40户。区红十字会“新春博爱送温
暖”活动也即将启动，共计将慰问困难家庭
500余户，发出慰问金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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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筑梦在余杭 2018政府民生实事回眸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 胡彦斐）文
化惠民怎样做到真正惠及于民？如何贴
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提供文化服务？
这是我区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2018年，我区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成
绩单亮眼——新增农村文化礼堂15个，建
成社区文化家园35个，建成公共阅读空间
50个；推进“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举办
各类文化活动 200场，送电影 4982场，送
图书4.5万册。

成绩单背后，是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
水平的逐步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广泛开
展，群众文化获得感的明显提升。“现在的
文化服务都送到家门口了，不仅健身点越
建越好，还时不时有演出有电影看，现在
连 24小时图书馆都来了！”家住东湖街道
星光社区的陈晨说起这几年的变化赞不
绝口。正如陈晨所说，民生实事项目的持
续实施，让群众文化生活品质上了一个台
阶。

过去的一年，书香余杭蔚然成风。7
个 24小时图书馆、12个阅读驿站、1个民
办文化空间——艺尚小镇茶为媒·喜阅、
30个社区图书馆……这 50个城市阅读空
间建设完成，成为市民们阅读的港湾，“15
分钟阅读圈”逐渐成型。值得一提的是，
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去年
3月，由高晓松发起并担任馆长、万科杭州
旗下唯一的文化品牌“大屋顶”共建并运
营的“晓书馆”落户良渚文化艺术中心，这
间藏书约五万本的“网红”图书馆面向全
社会免费开放，成为不少市民的打卡圣
地。

过去的一年，文化礼堂铸就精神家
园。15座农村文化礼堂在余杭大地拔地
而起，成了村民们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
乡村笑声最多的地方，更是乡村文化精神

的新地标。目前，我区累计建成农村文化
礼堂 120个，2018年创建成功市级四星级
文化礼堂 9个，相关文化礼堂特色打造经
验也得到了省市的肯定。

过去的一年，社区文化家园丰富居
民生活。以“文化驿站、共享空间”为
定位，集思想引领、道德滋养、文明倡
导、文化熏陶、科学普及功能于一体，

各具特色的 35家社区文化家园“开门迎
客”，老百姓的身边多了一批活动场所，
更多了一个精神家园。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涌现出一批示范精品，15家获评杭
州市三星级以上社区文化家园，数量全
市第一。

过去的一年，文化活动欢乐万家。“相
约”系列、“美丽洲”系列文化活动等已成

为余杭群众文化活动的品牌项目，送文化
“种”百姓心田，搭平台展百姓风采。“相约
你我他 文化进万家”活动每年送百场演
出、千场电影、万册图书到村社，广受欢迎
……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暖人心、乐万
家。

深化与各监所深度协作

建立巩固我区平安
法治建设“责任共同体”

本报讯 （记者 范建荣 通讯员 赵云
卿）昨日，我区举行监地协作座谈会，交流
探讨监地之间“衔接、协作、协同”工作机制，
建立和巩固平安法治建设“责任共同体”，携
手做好监所工作、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
作，进一步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
法犯罪率。 （下转第 2 版）

分散性小型生活
污水处理专家论坛

在我区召开
本报讯（记者 杨嘉诚）近日，由浙江

双林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分散性小型生活
污水处理专家论坛在我区举行。副区长周
建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金海平参加论坛。

双林环境是专业塑料管道成套设备制
造商、智慧地下管网系统服务商。双林品牌
先后被认定为“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
商标”，并于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
新三板国内首家塑料管道设备、治水治污设
备挂牌上市公司。

论坛上，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谭欣教授、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
院院长何强教授、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司长
盛喜军、桑德国际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俊安
等从事环保政策、研究、规划、技术开发和产
业化等方面的国家部委、科研院所、协会、企
业的专家分别就美丽乡村建设、生活污水处
理等方面分别做主题分享，并就《农村生活
污水排放标准》制定的意义和规范做了深入
浅出地讲解。

会后，《活性污泥法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草案）》参编单位代表就《活性污泥法一体化
处理装置行业标准（草案）》进行深入讨论，该
标准由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主管，浙江双林主编，国内数家高等院
校、设计研究院、高新技术企业参编，根据工
业和信息化部工信厅科〔2018〕54号文的安
排，正加紧编制中，预订2020年完成报批稿。

文化惠民 让百姓幸福感升级

美丽洲大舞台

本报讯（记者 孙明姝）“迅蚁网络”
是我区一家专注于物流无人机配送技术研
发应用的企业，其捷雁TR7多旋翼物流无
人机产品问世后遇到了难题——因公司不
掌握政策规定等原因，飞行航线迟迟未获
批准，企业发展和业务拓展受到影响。

这个让企业负责人头痛的问题，在余
杭区“亲清直通车”上线后很快得到了解
决。当时，企业通过“亲清直通车”钉钉平
台反馈了问题，未来科技城管委会迅速帮
忙协调联系，最终航线获得批准。

去年，我区积极创新工作机制，以关
心关爱企业家、拓宽政企沟通渠道、引导

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为主旨，以企业
困难和问题破解为切入点，运用互联网思
维、大数据支撑，在钉钉上专门开辟了“亲
清直通车”板块——企业使用“企业版”实
时反映问题，党员干部在走访服务企业时
使用“政务版”进行走访签到、问题收集、
办理反馈等，以“双端口报送”实现“双向
互通”，旨在进一步推动全区党员干部深
入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机制上，保障了走访的“全覆盖”。依
托政务版“亲清直通车”，区领导带头，相
关单位、部门、条线分工协作，党员干部服
务企业时在线签到，由后台自动生成干部

姓名、单位、职务等基本信息，并匹配企业
名称和具体定位，确保真走访、访真情。
服务平台根据走访签到情况，形成走访情
况“热力图”，避免出现个别企业重复、反
复走访现象，不干扰企业生产经营。

流程上，推动了服务“零距离”。依托
企业版“亲清直通车”，聚焦企业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按照“上报、研判、分流、处置、
监督、办结、反馈、测评”等八个环节安排，
全面落实。

顶层设计上，实现了工作“常态化”。
区级层面成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工作领
导小组加强领导和指导，并由区亲清办负

责日常协调、整合资源、加强联动等，通过
专门组建“亲清服务团”、定期召开“亲清
协调会”、汇总梳理“亲清半月报”等形式，
协力推动活动高效开展。

对于企业关心的问题办结周期，区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问题建议分类
流转到相关部门后，经由主办部门会同协
办部门共同研究分析，一般问题会在15个
工作日内办结或作出明确答复，疑难问题
则在2个月内办结或作出明确答复。”截至
目前，“亲清直通车”为 760家规上企业开
通账号，共收集问题 1840条，已处理 1714
条，其余120多条在办理中。

开通“亲清直通车”党员干部齐上阵

服务保障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徐凌
琳 卢彦婷）最近，位于五常街道的华立
创客社区迎来了两个新项目——郑武篮
球俱乐部和蔚来汽车交付中心。这两个
与大健康相关联的项目都在近期落户华
立创客社区，并投入使用。近年来，五常
街道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健康发
展，在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以及服务
未来科技城重点企业等方面都取得显著
成效。

2012年，五常街道联合华立集团将占
地 603亩、建筑面积 75万平方米的闲置土
地规划新建楼宇，历时 2年多时间实现由
传统产业生产闲置基地向健康产业、能源
物联网、跨境电商三大产业集一体的总部
经济商圈的华丽蜕变，如今该园区集国家
制造业“双创”平台试点示范企业、中国
（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余杭园区、省
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多顶耀眼光环于一身，
俨然成为城西一块闪亮的现代化信息高

地。
2017年起，五常街道将北部依托未来

科技城服务重点企业，南部联手华立集团
打造大健康小镇立为现阶段产业发展的
目标，成立了以街道主任为组长、分管领
导及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大健康产
业发展小组，会同市发改委、区经信局、区
科技局等部门召开协调会，立足“有利于
华立发展，有利于区块发展”两个原则，就
华立集团做大做强提供专业意见，为企业
出谋划策，积极寻找适合华立发展的配套
资源，明确以政策为导向大力支持华立集
团健康发展，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
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重要精神，推动华立
集团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全区经
济加快转型升级。

据五常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为加快培
育大企业大集团，促进产业经济健康发
展，鼓励企业转型发展、做大做强，2016年
街道出台了《五常街道2016—2018年产业

若干财政扶持政策》（五委〔2016〕99号文
件）。华立创客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园区规划总面积 80多万平方米，目
前已建成 20多万平方米，入驻企业 300多
家。”

今年以来，街道充分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设门槛，保证产业清流；优服
务，做好园区“店小二”，寻优商，推动
低效用地开发。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
展，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推动五常产业
继续健康发展。

街道创新产业管理机制，制订《五常
街道产业准入办法》，全面推行“亩产论英
雄”，依据经营绩效、财政贡献对产业入驻
实施分类管理，严把投入产出比。并建立
部门联审、分管领导会商的审慎审批机
制，把好准入关口。与此同时，五常还建
立“企业数据大脑”，通过购买郡县数治云
服务，在线数字化企业信息，同时对接税
务、工商、法人数据库等实时更新企业数

据，实现大数据和精细化的动态管理。实
施“店小二”式全程服务，设立招商服务中
心，践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行“一企一
档”，做好项目招商、落地、建设以及投产
的全程跟踪服务。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
导，积极争取未来科技城奖励政策在五常
的全域覆盖，并编制政策简章，加大宣传，
协助企业做好创建以及奖励等相关手续
的办理。

此外，五常街道还利用北靠名校、
南连名企的区位优势，结合华立大健康
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低效园区用地的
开发建设。今年以来，围绕横板桥工业
园区、友谊社区电表元件厂的产业升
级，按亩均税收100万元的目标，积极做
好与华立、杭师大、浙大及优质民间资
本的合作洽谈。目前，友谊社区电表元
件厂已于近期召开合作项目评审会，后
续将引入优质项目入驻。

设门槛 优服务 寻优商

五常街道统筹南北优势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大党建 大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