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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春节是我国
最重要的传统佳节，为了营造放心、有序的
节日环境和营商环境，1月10日起至2月中
旬，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
春节前市场食品安全和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专项整治。

昨日是行动的第一天，执法人员先后来
到杭州农副产品物流冷冻食品交易市场、杭

州江南食品市场，对冻品、预包装食品等开
展检查。“春节临近，冻肉需求量较大，我们
重点对冻肉的检验检疫情况、合格证明文
件、进货来源、储存条件、产品标签标识进行
查看，检查的冻肉制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要
求。”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王文杰说。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治中，执法
人员在检查中发现一调味品生产企业存在

疑似假冒“西湖味精”的违法行为。执法人
员在该企业位于仁和的仓库中，发现疑似
假冒“西湖味精”3吨。“我们看到该产品的
外包装与‘西湖味精’相似，但生产地址与
西湖味精的生产厂址有明显不同。”执法人
员表示，后续监管部门将对该事件作进一
步调查。

据了解，此次行动区市场监管局全局

上下共出动700多名执法人员，重点围绕民
生热点，聚焦我区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农
贸市场及食品生产企业、餐馆、药店、医疗
器械重点商品、行业和领域开展全方位“体
检”，全面打击生产经营假冒伪劣食品违法
违规行为，保障春节期间市场食品安全，确
保全区人民过上安全、祥和、快乐的新年。

本报讯（记者 吴怡倩 通讯员 陈
连孝）蝴蝶兰、大花蕙兰一直以来都是
深受人们喜爱的年宵花。春节临近，位
于仁和街道的杭州稼禾秀实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花卉基地也热闹起来了。前日，
记者来到花卉基地，看到员工们正忙着
包装花色鲜艳的蝴蝶兰，随后将一盆盆
包装好的蝴蝶兰装车送往杭州各大花卉
市场。忙碌的场景让人感受到春节的氛
围越来越浓。

稼禾秀实是一家以蝴蝶兰现代科技
研发、先进栽培技术、商品生产销售和赏
花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花卉基地
的温室大棚有近一万平方米，培育着 20
多个不同品种近30万株蝴蝶兰以及3000
多盆大花蕙兰。

在温室大棚里，粉色、黄色、玫红色
等不同颜色的蝴蝶兰已经盛放，其花形
如同一只只蝴蝶立在花枝上翩翩起舞。

“纯紫红色的叫‘大辣椒’，看着就很喜
庆，‘樱桃’是唯一有香味的品种，蝴蝶兰
主要分红花和杂花，红花是纯色的，杂花
算是变异而来的，各有各的受众，今年杂
花卖得比较俏。”稼禾秀实副总经理马红
兰向记者介绍了不同品种的蝴蝶兰。花
卉基地的蝴蝶兰是去年 5月从广东引进
的 3年花苗，经过精心培育，蝴蝶兰都已

盛开，花瓣颜色纯正、有蜡质感，质量很
好。蝴蝶兰有 2至 3个月的花期，有些顾
客养护得比较好，第二年还能再开花。

“有喜庆色彩的大花蕙兰备受消费
者的青昧，春节期间，用大花蕙兰来装饰

家里，放在室内显得和谐幽雅。”随后，
马红兰带记者前往培育大花蕙兰的温室
大棚，工作人员正在大棚里组合装盆。
马红兰说：“我们这里的蝴蝶兰、大花蕙
兰主要销往浙江省内各大花卉市场，像

杭州、金华、宁波、义乌等地，当然也有不
少顾客会亲自赶来选购。第一批兰花已
经在元旦前开始上市了，最多的一天要
送出 3000多株蝴蝶兰，销售高峰期将持
续到春节之前。”

本报讯（记者 吕波）昨天，余杭公交
319路驾驶员沈宝华在运营途中，突遇一位
老人摔倒在路边的绿化带中，他立即停车，
果断施救，使老人得到了及时救援。

昨天下午，下着小雨，沈宝华从塘栖开
往临平北站。15:40，刚从小林公交站驶出
100米的样子，沈宝华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
跳——有个人趴倒在路边。于是他放慢了
车速，发现是一位老人摔倒在绿化带中，一

动不动。当时路上又湿又冷，一心想着救
人的沈宝华果断停下车，“有人摔倒了，我
下去看一下。”在征得乘客同意后，沈宝华
和几位热心的乘客下了车。

地上躺着的大爷年龄在75岁上下，脸
朝下趴在路边的绿化带里，沈宝华和热心
乘客合力将这位老人扶起来时，老人意识
还算清醒，身上已是一身污泥。大家合力
把老人扶上车后，老人的面色缓和了许多，

四肢也恢复了知觉。
记者事后了解到，老人是小林居民，拆

迁后住在星河嘉园小区，因为怀旧经常坐
公交车回来看看。昨日回程时，老人突然
感到胸闷无力，加上雨天路滑，一下子摔倒
在了路边的绿化带里，四肢无力无法动弹，
由于附近的村民大都搬走了，所以差不多
摔倒了10多分钟也没有被人发现，直到遇
到了司机沈宝华。

扶上车后，不善言辞的老人不住地对
沈宝华说：师傅，谢谢你。车辆开到驾驶分
校站点时，老人准备下车，在反复确定老人
无碍后，沈宝华才和老人道别，并叮嘱他天
气寒冷多注意身体。车上的乘客目睹了沈
宝华救人的一幕，纷纷拿出手机拍摄下来，
说要给沈师傅点赞，弘扬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陈坚 通讯员 胡玉珊）
因防违控违举措得力、成效明显，华丽家园、
苏荷苑两个小区的物业昨获星桥街道表彰。

今年以来，星桥街道在防违控违工作
中，注重小区物业公司的职能发挥和职责
担当，共拆除违建423宗5.1万平方米，率先
完成小区违建101处的整治任务，成功创建
街道“首个无违建商品房小区”，“无违建”

创建成果得到有效巩固。
为进一步厘清职责、强化担当，着力破

解小区物业公司在防违控违工作中存在的
不会管、不敢管、不乱管矛盾。该街道首先
明确“物业公司是所在小区违建防控的第
一责任人”，并组织辖区物业公司开展培
训，学习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街道防控政
策；其次，与各小区物业公司签订责任状，

要求落实防控举措，消除违建现象，特别是
严把建筑材料入口关，从源头上对违建进
行遏制；同时，街道防控办在辖区各小区落
实一名防控队员进行日常巡查，重点督促
小区物业加强建筑材料的进出登记和装修
工地的现场巡查。

对每月发生3起以上违建现象的小区，
街道将约谈物业公司主管负责人，及时通

报情况、建议问责。“去年约谈了一家防控
不力的物业公司，由该公司对相关责任人
进行了严肃问责。”该街道副调研员章维清
说，约谈机制在小区物业中引起较大反响，
效果十分明显。

此外，街道还把小区违建防控情况纳入
对所在社区的考核，并将每月考评结果进行
公开通报和排名，进一步夯实社区责任。

让青春扎根基层

临平街道青年
社工学院正式成立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 通讯员 何晓
铭）本着“凝聚队伍、培养人才、发挥特
长、开展服务”的工作思路，临平街道青年
社工学院开班暨揭牌仪式于近日举行，首
批共确立正式学员50名。区委组织部、团
区委、浙江树人大学及临平街道、所辖社
区的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参加活动。

近年来，临平街道的大学生社区工作
者数量不断增加，青年社工把新观念、新
思维与社会工作相结合、拓宽了居民自治
的新形式，为社区发展和建设发挥了积极
作用。作为社会工作的新增力量，临平街
道不断拓宽对青年社工的挖掘与培养途
径，包括多次开展的“鸿雁大讲堂”“社工
沙龙”及“社工节”活动以及社工导师制度
等。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青年社工学院
的成立不仅有助于提升社工的理论素养、
实务能力，深化社工队伍建设，切实增强
社会工作服务水平，同时也是街道对社工
人才培育、选拔、评估、任用模式的探索创
新。对青年社工而言，拥有一个有针对
性、专业化、系统化的学习培训平台，也将
为个人的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加速
个人成长。

作为全区首个镇街层面建立的专门
针对青年社区工作者的系统培训平台，临
平街道青年社工学院全面委托浙江树人
大学为青年社工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
专业服务支撑。据悉，该学院将以街道
全体青年社区工作者为培训对象，从中每
年选调青年骨干若干名作为正式学员。

同时，学院将通过开放式、情景式、体
验式、课堂式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等渠道并
辅以激励机制，对学员进行系统化重点培
养，不断提高青年社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政策理论水平、创新实践能力和组织协调
能力，将其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
化、守法纪的复合型、应用型社区工作者
人才，为全面提升社区服务专业化水平提
供有力保障。

此外，活动现场也同时为学院名誉导
师授予聘请证书。

用《清廉公约》时刻提醒
为民服务宗旨

百丈镇吹响
“清廉乡村”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沈黎勇 通讯员 曹丽
惠）近日，在百丈镇泗溪村党员村民代表
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张再松带领全体村干
部诵读《泗溪村清廉公约》，作出清廉承
诺，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后，全体村干
部在清廉公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
《清廉公约》时刻提醒、劝诫、监督自己。

“以前只听说过村民公约，那是用来
约束村民的，像这样用来约束村干部的清
廉公约还是第一次听说”，泗溪村一村民
指着墙上的《清廉公约》表示，“公约内容
朗朗上口，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看得明
白，村里的小孩都会背了呢。”

“学党章，遵党纪，初心使命要牢记;讲
政治，守规矩，四个意识来对齐；重民主，
善决策，众人事情众人议；保清廉，常思
省，咬耳扯袖多提醒……”虽是短短的104
个字，但是每句话都给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
纪律划出了重点。泗溪村监察联络员李
平表示，在公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体
会到肩上多了一份无形的责任，警醒自己
要清廉守约、清廉履职，在群众中起到表
率作用。

“推行《清廉公约》，主要是想把枯燥
的廉政规定变成通俗易懂的生活语言，让
党员干部入脑入心，随时警示自己什么该
做、什么不该做，潜移默化中增强干部廉
洁自律意识，规范农村‘小微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百丈镇专职监察员徐婧婷说。

除了泗溪村，其他各村社都在镇纪委
的指导下，把《清廉公约》张贴到了公开
栏，规范村社干部行为，也便于群众更好
的监督村干部履职。一些村干部和村民
还深受启发，制定了自家的《家庭公约》，
用廉洁政风、廉洁家风，吹响清廉乡村的
号角，吹入干部群众的心里。

我区启动春节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打击农村假冒伪劣食品违法行为

夯实小区物业职责 率先完成整治任务

2018年星桥街道整治101处小区违建

春节临近
兰花俏销

老人突感胸闷摔倒在绿化带里 公交司机沈宝华及时救援

（紧接第1版）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省
二监等11家监所与我区政法委、检察院、司
法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座谈交流。

长期以来，我区与各监所单位一直保
持良性互动，不断加强合作与交流，多年来
建立了一系列常态化、特色化的工作机制，
构建了监地间共建共享、互相促进的良好
工作格局。在业务协作上，建立了无缝对
接机制。依托刑释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实

现网络信息互通共享。在资源共享上，建
立共教共用模式。发挥好监狱民警在教育
改造领域优势，协助开展社区矫正警示教
育、心理教育、法律教育 20 场，受教育 712
人次。对推进社区矫正执法规范化建设起
到重要作用。

同时，深化多元帮教模式。我区组建
由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帮教能力较强的
调解人员、志愿者、治保主任、亲属等组成

的帮教团，共赴监狱对余杭籍在监服刑人
员、“三无”罪犯等开展多场亲情帮教、阳光
帮教活动，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教育
感化。每年组织律师队伍进监开展法律援
助活动，为监狱服刑人员提供法律咨询与
法律援助申请受理等法律服务。成立全区
首个社区矫正劳动技能培训暨社区服务科
普基地、社区矫正集中教育基地，为全区社
区服刑人员提供集中式入矫教育、社区服

务、技能培训、改造转化平台。
此次监地协作座谈会，就协同推进新

交流机制、新合作模式建设，探索应用信息
化手段，不断完善文书衔接、出监教育、接
茬帮教、重点人员衔接等工作机制进行了
广泛交流，将在心理矫治、进监招聘、安置
帮教、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和法治宣传等方
面，积极探索与各监所的深度合作。

美丽余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