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担当善创新优服务

区市场监管局
让百姓生活更安心

执法人员取缔“低散乱”点位

（记者 王瑜薇 通讯员 郑曼沁）过去一
年，区市场监管局勇于创新、敢于破难、强化
监管、优化服务，在食品药品安全、网络监管、
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民营经济等方面取得新
突破。“今后，我们在工作上更要勇于担当、善
于创新突破，把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到
实处。”区市场监管局局长胡昕说。

当好“领头羊”推进重点工作

“低散乱”淘汰工作是2018年我区“五场
硬仗”之一。区市场监管局作为牵头部门，
构建“政府协调、属地负责、执法主体牵头、
相关部门协同”的联合执法机制。2018年，
累计整治“低散乱”企业（作坊）11841家。

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中，该局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发放全国首张网店专属电子
商务营业执照、我区首张微商营业执照，推动
淘宝小镇电商园建设；试点“证照分离”，推行

“一网通”证照联办，营业执照办理全程电子
化，98%的新设企业“只跑一次”完成办照。与
此同时，创建“多维度市场主体服务平台”，成
功试点“市场监管互联网执法办案平台”，启
用“网络交易纠纷在线调解平台”，完善“五位
一体”多元化调解模式。

打好“服务牌”推动高质量发展

未来科技城（海创园）成功创建全省商业
秘密保护示范区、运河街道成功创建省级商
标品牌示范街道，这其中区市场监管局充分
发挥了指导作用。该局试点建立余杭经济技
术开发区、未来科技城（海创园）、塘栖镇3个
质量服务综合体和浙江省家纺产业质量服务
综合站，省家纺布艺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正式
入驻中国布艺城。

目前，我区已新增注册商标12675件、集
体商标11件、省市名牌15个，3家企业产品获
9张“浙江制造”品字标证书。我区小微企业
成长指数全省第一，新设小微企业活力指数
领跑全市。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单位128家，放
心网店、餐饮、农贸市场、景区等56家，8家农
贸市场完成改造提升，新增省放心农贸市场2
家、星级市场5家。

管好“责任田”平安建设不放松

2018年，我区成功创建“省食品安全区”，
在全市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排名第
一；食品安全电子追溯系统、农贸市场检测室
覆盖率100%；打造“一站式”农村家宴放心厨
房，守牢百姓“舌尖安全”。全区安装电梯智
慧监管工作位居全市第一，区市场监管局护
航余杭实现特种设备连续三年“零”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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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全域擂台赛 道路交通安全

乔司街道有 15个村社，户籍人口只有
4.7万，外来流动人口却达 30万人左右，由
于路网结构不完善等因素，极大影响了辖
区道路交通秩序的畅通和有序，给广大居
民出行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街
道品牌形象的提升。对此，乔司积极协调
交管业务部门，扎实开展日常全域道路交
通秩序管理，利用路面执法执勤与信息化
手段提升工作效力，最大限度地确保辖区
道路安全畅通。

编织生命安全网

东湖南路外翁线段是乔司街道的重要
节点，更是通往海宁、下沙方向的交通瓶颈
之一。这里原本的双向两车道已无法满足
交通需求，尤其是路面工程车辆来往频繁，
每天上下班高峰期电动自行车更是不计其
数，违章驾驶、交通事故居高不下，道路安全
隐患突出。

2018年下半年以来，街道和交通部门对
该路段重新规划提升，将两车道扩充至四车

道，加强工程车辆排查及电动自行车管控，
有效缓解了不少交通压力。

为了进一步完善道路基础配套设施，
缓解路面交通管理压力，今年以来，乔司街
道走访在建工地、在建道路17处，建议整改
交通隐患点 39起，完善道路交通设施 83
处，结合“四好农村路”的排查治理工作，目
前已排查并逐步治理农村道路安全隐患点
20处。

把好出行方向盘

整治“两非”车辆是一场持久战，乔司
街道更是这类车辆的活跃地带，长期以来
整治工作稍有松懈即刻反弹。2017年以
来，街道对非法上路、非法营运的“红头
苍蝇、电摩三轮”始终保持严管态势，日
常工作中运用多手段、不分时，持之以
恒，常抓不懈，截至目前已查扣“两非”车
辆2197辆。

在乔司集镇道路基础落后、施工进度
缓慢、车流量逐年递增等客观因素影响下，

交警部门对车乱停等交通违法行为采取
“零容忍”态度，今年共拍摄违章停车14606
辆次，电子抓拍违停7669起，拖移“僵尸车”
和多次违法未处理136辆次；开展工程运输
等重点车辆整治 19起，查扣超载超限货运
车辆共计 127余辆次；开展电动车逆向行
车、闯红灯、行驶在机动车道等整治 26起，
现场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200余起。

撑起安全示范伞

交通安全，意识先行。围绕“五进”工
作，乔司街道积极开展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佩戴安全头盔等系列宣传主题活动。

截至5月初，街道组织各界人士开展进
文化礼堂、社区、学校、单位、企业等活动，
组织“两站两员”对电动车驾驶员赠送安全

头盔4000余顶，开展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及
在校师生的交通安全警示课7次，张贴各类
海报、悬挂交通宣传横幅 380余次，发放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手册 13000余册。不断增
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和谐文明交通
环境，为助力乔司街道“全域治理”建设共
同努力。

乔司街道保安全促畅通严把交通安全关

夜间工程运输车辆设卡排查

电动车改装整治

电动车驾驶人员宣传教育

“五一”小长假期间，乔司街道联合公安、交警、城管、运管等部门，强化对路面交通

秩序管控，在辖区内开展道路交通领域乱象整治行动，突出对各类机动车、非机动车和

行人的管理。5月1日至5月4日，日均出动警力20余人，巡逻车2台，摩托车15台，

以白天指挥疏导、夜间机动巡查的执勤方式，纠正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426起，全力

确保交通安全有序。
组稿 詹有天

区一院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全流程、全人群
“刷脸就医”的医院，自助机前患者可通过刷脸
就医实现建档、挂号和支付。

▲

区一院在杭州地区同级别医院中
率先开展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救回数
名生命垂危的患者；区二院浙江省癌
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在全国首次推
出三级管理，把癌痛规范化治疗推广
至社区；区三院开展局部枸橼酸钠抗
凝应用于持续性血液滤过肾脏替代治
疗，成功抢救数例多发伤合并肾功能
衰竭患者；区中医院沈氏中医外科被
列入全国基层名老中医院专家学术传
承项目，姚梦兰中医内科被列为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区五院康复治疗团
队唤醒了因重度颅脑损伤而“沉睡”了
9个月的植物人；区妇保院成功抢救多
例死亡率极高的羊水栓塞产妇；良渚
医院创伤中心挽救了高处坠落伤、颅
脑损伤等上百例患者的生命……近年
来，余杭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促进了
医疗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有力提升，也
见证了一个个医学奇迹的发生。

我区积极实施“双下沉、两提
升”，探索“省市医院-区属医院-社
区中心-卫生服务站”四级联动模
式，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流向基
层，推进医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区
一院与浙大二院科室无缝隙融合发展
的创新合作方式打造了省内“双下
沉”样板，区三院、良渚医院与浙大
市一医院集团，区五院与市中医院、
省口腔医院，区妇幼保健院与省妇保
院实现了从帮扶到紧密型合作发展的
质变，每天有省市医院科室主任和专

家下沉坐诊。去年 4月，区二院成为
浙大一院合作医院，10名浙一专家入
驻，沈晔、谢立平名医工作站落户；
6月，浙大口腔医院“王慧明专家工
作站”在区五院挂牌；7月，中国工
程院廖万清院士工作站落户区中医
院；12月，中国工程院李兆申院士工
作站落户区一院。2018年，全系统门
急诊诊疗人次超过1200万，年增长幅
度 8.5%。每年在余杭，有 3.5万例患
者得到国家、省市区医学专家的远程
会诊，到区属医院、社区中心和卫生服
务站的下沉专家超 5000余人次，越来
越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
的医疗服务。

“预防为主”是新时期卫生与健康
工作方针的重要篇章，余杭致力于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让群
众“不生病、少生病”。目前，我区
已建成一支以准军事化标准管理的公
共 卫 生 应 急 队 伍 ， 并 经 受 住 了
SARS、H7N9、登革热等重大传染病
疫情的严峻考验。我区独创的“七步
走”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模式，受到了
国家卫计委的高度肯定。我区被选为
全国六个“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
母婴传播项目”试点县市区之一，严
把生育“六道关口”，最大限度减少

“艾梅乙”母婴传播。我区率先在全
省试点推行精神卫生专业技术合作联
盟，开展精分患者免费注射新型长效
针剂社区管理试点创新项目。

健康融万策 智慧泽万家

医疗服务蓬勃发展 幸福生活收获满满

·余杭高质量发展纪实壮丽 年70

几十年前，给病人看病用的是“老三

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现如今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各种先进医疗设

备一应俱全；从“赤脚医生”到业内专家，从

乡村诊所到专业医院；从医生坐诊等病人

来，到主动为签约居民上门服务；从只解决

一次病痛，到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从看

病难、看病烦，到网上预约挂号、刷脸就医

……

这70年来，余杭的医疗资源、就医环

境、服务能力不断提升，而卫健系统让群众

“好看病、看好病”的初心一直未变，在区委

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系统努力构建全

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让余杭百姓体

会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记者 陈轶东 通讯员 王昵

近年来，一批区属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新改扩建，医疗
设施设备更新换代，基层就医条件极大
改善。2017年至今，区中医院、南苑、开
发区和仓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顺利搬
迁；区二院门诊医技楼、区妇保院新病房
大楼投用；良渚医院、区三院整体迁建项
目按期推进。2018年，20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信息化改造全面完成，32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完成新改扩建，超额完成社
区卫生服务站建设这一民生实事项目。
今年，计划再新改扩建 25家社区卫生服
务站，持续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环境，
省市大型医院纷纷落户余杭，浙大一院
余杭院区将于今年在未来科技城投用，
树兰国际医学中心和华润医疗国际医院
在良渚选址奠基。截至 2018年底，各类
民营医疗机构 350家，核定床位 1500张，
医疗服务体系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余杭百姓享受到更先进的硬件设施
的同时，医疗服务的软实力也在不断提
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余杭开展已有
4年，至今42.92万人享受到服务，常住人
口覆盖率31.59%；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老年人、孕产妇等10类人群列入
签约服务重点人群，覆盖率 86.47%。优
化预约转诊、检查、住院服务流程，经由
签约平台转诊2.2万人次、大型仪器设备
预约检查 261人次、预约住院 351人次。

“卫生西进”是我区“六大西进”行动之
一，区属医院长期派驻高年资医生对西
部 5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精准医疗

帮扶。去年6月，23个余杭区级名医工作
室挂牌成立，覆盖全区 20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打通老百姓看名医专家难的“最
后一公里”。2017年 8月 1日，余杭在全
省率先实施生育补助政策，2018年 4月，
推出生育登记和补助网上办理，政策推
行以来，共有 2.35万户家庭申领生育补
助金，发放金额累计2820多万元。

“挂号如春运、看病像打仗。”这虽然
是一句玩笑话，却足以形容曾经的各大
医院门诊资源的紧张情况。早在2013年
起，余杭率先启动智慧医疗建设项目，通
过五年多的改革实践，实现卫生信息大
整合、诊疗便民大共享、医疗服务大协
同。随着“余杭医点通”APP、“健康余杭”
APP的推广，实现了智慧医疗自助机计
算、诊间结算、支付宝结算、“医信付”等
多种结算渠道，向外来创业人员发放“余
杭生活卡”提供智慧医疗服务。在全省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浪潮中，我区围
绕群众就医的堵点痛点，推出“挂号少排
队、付费更便捷、检查少跑腿、住院更省
心”等改革举措。2017年 9月，余杭上线
华数电视智慧医疗，全区华数用户可通
过电视进行预约挂号和报告查询。2018
年与阿里健康就试点刷脸就医、建综合
健康门户等“互联网+健康”应用开展合
作，深化就医流程再优化，联合打造基层
就医的余杭模式。“刷脸就医”于 2018年
10月 15日在区一院正式上线，成为全国
首家实现全流程、全人群刷脸就医的医
院，上线半年来，1.2万人次体验。

硬件提档软件升级 让百姓“好看病” 资源优化全面守护 为群众“看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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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余杭铁军先锋

争当新时代发展排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