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三个全域”建设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余杭区职称初定认定
工作实现“跑零次”

本报讯（记者 周铭 通讯员 陈建业）记者
从余杭区人力社保局获悉，2019年余杭区初定
认定职称工作将在5月初展开，今年专业技术人
员初定认定职称办事流程与往年有较大变动，为
实现“让办事群众少跑路”，申报流程化繁为简，
办事人员可以从申报到领证都无需跑现场，真正
做到了“跑零次”。

简单地说，今年申报初定认定职称只需在申
报系统中填写基本资料并上传附件，待网上核准
并通过后，将初定、认定职称表打印后盖章，邮寄
至余杭区人才资源开发管理办公室（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一楼D区人才服务专窗 25号窗
口）即可。取得资格后，电子证书、《杭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职称备案表》（存档用）自行打印。

记者了解到，中级职称审批单位为市人力社
保局，初级职称审批单位为市直主管部门（单位）
和各区、县（市）人力社保局。在申报过程中，坚
持事业单位评聘结合原则。对全市纳入岗位管
理的事业单位正式在编人员，所在单位应在核定
的岗位结构比例内开展推荐工作，且应与年度职
称评审工作统筹开展。严格按照公布岗位信息、
个人申报竞聘、材料公示、单位考核推荐、审批单
位发文公布和单位聘任
等程序进行。申报初定
中级职称人员，应准确
填写《事业单位人员职
称申报岗位信息表》。

具体申报条件和流
程以及申报材料等可以
扫描右边二维码了解。

本报讯（记者 凌怡）“这袋厨余垃
圾里面混有饼干包装纸和餐巾纸，只能打
3分！”昨天上午 8点，家住临平毓秀家园
小区的吴丽芳阿姨和小区志愿队里的几
位老姐妹已忙碌起来。

她们 10个人身穿印有“垃圾不落地
余杭更美丽”字样的红色马甲，手里拿着
扫码机，分头检查小区共 21幢居民楼门
口的绿色垃圾桶，桶里是用带着二维码的
垃圾袋装着的厨余垃圾（湿垃圾）。她们
一一拆开，然后检查、扫码、拍照、打分。

像这样的工作，阿姨们已经坚持了半
年多，正是她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让小区
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可喜的成效，成为全区
首个垃圾分类全程追溯的试点小区。

去年 11月份开始，毓秀家园小区向
居民免费派发带有二维码的垃圾袋，绿
色、橘色垃圾袋各一卷。绿色的装厨余垃
圾，橘色的装生活垃圾，而且每只垃圾袋
上都印着二维码，和住户信息一一对应。

“湿垃圾分类到位的打 5分；混有杂
物的打3分；完全没分类的，就给1分。”吴
阿姨说，每户家庭的垃圾分类打分情况会
通过掌上终端上传余杭区城管局后台，然
后以短信的形式发给小区业主。同时，阿
姨们还要对一周打分情况进行汇总，一周
下来累计获得5分达4次以上的家庭可以
得到一颗小红星，贴在各楼道电梯里的

“垃圾分类光荣榜”上。
吴阿姨说，一开始居民对垃圾分类的

参与度并不高，小区每天只能收到 80斤
分类到位的厨余垃圾。“我们几个志愿者
提着免费垃圾桶、垃圾袋上门，挨家挨户
地进行宣讲，并让大家签字承诺会做好垃
圾分类工作。”虽然刚开始上门常会遭人
家白眼，但阿姨们还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
上门宣传，告诉大家做好分类，就可以将
厨余垃圾集中处理，发酵成有机肥，从而
变废为宝。长期坚持下来，她们的坚守感
动了小区居民们，大家纷纷自愿做好垃圾
分类。现在，小区85%的住户都自觉做好
垃圾分类工作，每天能收到厨余垃圾
1000斤，平均每户0.7公斤。

毓秀家园只是余杭做好垃圾分类的
一个缩影。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全域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三年行动
计划已正式启动，其中 2019年度要实现

“0、2、5、8”工作指标。“0”指确保实现全年
生活垃圾总量“零增长”；“2”指处置能力要
达到“2个 300吨/天”，即干垃圾资源化回
收利用量达到300吨/天，湿垃圾就地资源
化处置和统收统运能力合计达到 300吨/
天；“5”是实现五个全覆盖，即实现城乡居
住区、机关事业单位、规上企业、公共场所
垃圾分类全覆盖，以及重要道路垃圾不落
地音乐线全覆盖；“8”即全年创建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机关、示范学校、示范小区、示范
村、示范餐厅、示范企业、示范商场（市场）、
示范点各50家，其中示范点含医院、车站、
酒店、演出场馆、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陈文
钟）昨日，仓前街道组织城管中心、社区
分管人员、垃圾清运单位负责人一行 10
人到萧山区城厢街道金辰之光小区，考察
厨余垃圾回收模式，学习先进方法，扎实
推进垃圾分类提质提效工作，完善辖区内
小区各类垃圾的回收渠道。

一直以来，仓前街道不断探索创新垃
圾分类模式，先后引进“虎哥”等垃圾分类
回收机构。2018 年 12 月 2 日，仓前街道
又成为杭州第一家率先试用小黄狗智能
垃圾分类回收机的单位，第一台机器在清
枫墅园一期铺设。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
效，获得了不少群众的认可。

在保亿丽景山小区，居民姚雪娣从家
里拿着清理出来的废纸板，来到小黄狗智
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前投放，根据智能设备
触摸屏引导，只要用手机扫一扫投递二维
码，回收机的箱门就会自动打开，把废纸
投入指定箱子后，回收设备会进行智能识
别和智能称重，并根据市场价格计算，将
金额返到手机。姚雪娣说：“从来没有看
到过这种智能的机器，每样东西都能换到
实实在在的金额，让大家得到了实惠，也
提高了老百姓的绿色环保意识。”

据了解，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是仓前街道经考察后从广州引进试用的
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它与一般智能快

递柜差不多大小，由6只不同颜色的垃圾
回收箱组成，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回收垃
圾种类，可回收金属、塑料、纺织品、纸制
品等。只要把分类好的垃圾放进去，“小
黄狗”就会“吐钱”。科技感满满的垃圾分
类回收方式，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参与
度。使用小黄狗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用
户账户金额超过10元就可以直接提现到
微信钱包。目前，“小黄狗”已经在保亿丽
景山等 10 个小区，以及仓兴街、仓前中
学、仓前小学试点铺设17套，单日垃圾回
收总量近1吨。后续，街道还将在农居点
等新增小区内铺设“小黄狗”。

干垃圾有了多种回收渠道，厨余垃圾

也要有“好去处”。此次去萧山考察就找
到了厨余垃圾处理的突破口。“易腐垃圾
的源头分类一直是垃圾分类的难题，通
过此次考察对街道垃圾分类工作有很好
的借鉴作用。”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们计划借鉴该模式，完善辖区内小区
厨余垃圾收集，从而让各类垃圾都有处
理渠道。

今年，仓前街道有4个小区将开展杭
州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建工作。下
一步，街道将根据实际，制定创建方案，并
不定期开展学习考察等，吸收先进经验，
全力助力“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创建。

本报讯 （记者 陈轶东 通讯
员 江诗琪）近日，区卫生监督所的
监督员们来到校园，为孩子们的课
桌椅等教室环境卫生开展检查。

本次专项检查重点是教室环境
卫生，包括课桌椅、黑板照明、教室
照明灯等内容。在塘栖镇超山中心
小学低年级教室里，监督员们手把
手地教孩子如何调整手摇式升降课
桌椅，更便于学生按照身高“个性
化”设置课桌椅高度，促进学生端正
坐姿，预防近视。

此外，监督员们还检查了学校
的卫生管理组织及制度、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预案及管理、传染病防
控、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健康教育
卫生等方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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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扫码拍照打分垃圾分类全程追溯

退休阿姨成“考官”垃圾分类进万家

仓前多管齐下创新垃圾分类模式
今年有4个小区要创建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监督员测量课桌椅高度

区卫监所给教室
环境卫生做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李清清 记者 陈轶东）从
3月12日中午开始，一张女护士跪地给患儿抽血
的照片在余杭微信朋友圈里刷屏。这名护士是
谁？为什么要跪地给患儿抽血？几经辗转，终于
联系上了照片中的护士——余杭区第二人民医
院检验科的姚燕芹。记者了解到，这张照片拍摄
于当日 10点半左右，是当时等候在一旁的患者
拍的，很快就在朋友圈流传开来。

“患儿出生两周左右，因为黄疸过来抽血，由
于孩子小，手上、脚上的血管很难找到，最后不得
不在头皮进行抽血。”姚燕芹说，“当时也没想太
多，为了更方便给孩子抽血，不知不觉就跪了下
去，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会这么做，科室里的人
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这样做。”

姚燕芹出生于 1994年，2017年到区二院检
验科工作。对于自己的突然“走红”，她显得有点
意外，“平时我们给年纪小的孩子抽血，特别是头
皮抽血的时候，经常不自觉地就跪地，这样更方
便，而且孩子容易挣扎哭闹，跪着也更容易固定
抽血部位。”

姚燕芹告诉记者，她每次白班大概要给 200
多个患者进行抽血，遇上情况比较特殊的，比如
新生儿，可能就要花费比较久的时间。对于这样
强度的工作，她坦言，一开始也会觉得不适应，会
有点累，但后来时间长了，觉得也还好。

“我也是刚知道我们科里出了个‘网红’。”区
二院检验科主任摇顺华笑着说，“尽管姚燕芹在
科室里年纪比较小，但工作一直很认真仔细，平
时与同事、患者之间的相处也非常融洽。”

女护士跪地给患儿
抽血刷屏余杭朋友圈

（记者 宋晗语 实习生 华宇涵）张
丽是区交通运输局安全监管科的普通职
工。一年多前，她与朋友一起出资在四川
大凉山捐建希望小学。2018年7月，希望
小学建好了，村里邀请张丽一行一起去参

加竣工典礼。到了大凉山，那里孩子真实
的生活状态令张丽动容。她凭借一己之
力，为山里穷苦的孩子送了不少物资和关
怀。从大凉山回来后，张丽还发动身边的
人一起为山里的孩子送温暖，短短半个月
便收到 28000余元的募捐，还有 200多个
物资包裹。从此，余杭与大凉山也紧紧连
在了一起。这件事让张丽一下成了局里
的“爱心名人”。

初见张丽，交谈几句后便发现她是一
位亲和力十足的人。一谈起在大凉山的
所见所闻，她便滔滔不绝。不仅是因为山
里孩子们的状况实在令她久久难以平复，
更多的是因为她发现社会上有太多需要
帮助的人，她要更加努力，尽自己所能给
予帮助。她表示，无论金额大小，捐助大

凉山孩子读书、成长，将会是她一直坚持
做下去的事情。

面对弱势群体，张丽始终有一颗柔软
的心，在实际工作中，她却表现出了不俗
的坚毅与刚强。

在张丽看来，安全监管科室是个“男
性化十足”的科室，“因为我们要常去下属
单位的工程现场做安全督查，在外奔波的
时间非常多，刮风下雨，日晒雨淋，很耗体
力。”张丽说，一般去检查工地时，都是去
看安全设施到位与否，所以经常是在半通
车、半施工的路段，或者还是布满脚手架
的高架路。“遇到下雨，路泥泞得根本走不
了。晴天，则都是扬尘。但是检查安全，
一定要下到一线，坐在办公室里那些工程
现场的状况没人能说得清。”张丽说。

张丽怀孕时，也依然“不下火线”。预
产期是6月23日，6月1日她还在老余杭、
瓶窑片区检查安全工作，同事们说“这个
大肚子也太拼了”。可能是因为路途劳
累，当天回到家，她羊水就破了，女儿也比
预产期提前了将近1个月降临。

从 2008年进入区交通运输局至今，
张丽已在同一岗位上坚守了11年。在一
线检查时耗体力，在办公室做台账时费脑
力，每年从她手里整理出去的台账都是拿
箱来计算。作为一名女职工，张丽表示，

“虽然我们的工作看起来比较适合男同
志，但我们相对更细心，比如看着夏天台
风要来了，我都会提前做好准备。我觉得
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还真得像个‘女汉
子’。”张丽笑说。

余杭工运

安全监管线上充满爱心的“女汉子”
——记区交通运输局张丽 （紧接第1版）进一步开拓国际业务。未来，该公

司也将成为新坐标开拓美洲市场的重要基地。”
郑晓玲说道。

记者了解到，新坐标（墨西哥）有限公司项目
一期计划投资 900万美元，年产 100万台套液压
挺柱、滚轮摇臂和高压泵挺柱。经过各方面的配
合和努力，目前，新坐标（墨西哥）已有两条装配
线顺利完成调试并投入使用。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新坐标（墨西哥）有限
公司所在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也有未来科技城
企业的“影子”。据了解，该工业园是由华立集
团、富通集团和墨西哥合作方共同投资建设的。
园区规划总面积8.47平方公里，其中工业用地4
平方公里，计划分三期开发，第一期面积 208公
顷、总投资1.16亿美元，配套标准厂房、仓储物流
和商业、生活设施。根据当地产业特点、结合中
国企业优势，园区重点招引汽车汽配、信息技术、
机械设备、电子电器、轻工业、新能源新材料，以
及相关法律允许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