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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陈娟
芬）昨日，来自台湾南投县教育处以及信
义乡地利小学的师生一行 29人来到余杭
区育才实验学校映荷校区，参与余杭信义
两地“特色教学”交流活动。

此次教学交流是 2019余台“少儿梅乡
追梦行”主题活动的第一站。在 5天的交
流互访期间里，除了校内活动，孩子们还将
参观梦想小镇、区科技馆、良渚博物院，并
参加第六届亲子文创展开幕式和 2019两
岸少儿幸福音乐会等活动，感受美丽的余
杭风情。

校门前，育才实验小学的鼓乐队用精
神饱满的演奏迎接来自海峡对岸的小伙
伴。随后，地利小学的孩子们参观了校区
设施和剪纸博物馆，欣赏不同主题的剪纸
艺术作品；一同品鉴余杭特色的径山茶、法
根糕点，并与育才实验小学剪纸社的同学
们互相合作，完成了自己的首次剪纸制
作。“我们的学生在校园里更多的是开展体
育锻炼和室外活动，对这样精致的手工制
作课程相对接触较少，这是一次非常棒的
体验，在了解剪纸艺术的同时也能培养孩
子的专注力与耐心。”地利小学教师赖品伃
告诉记者，学校间交流互访的重要目的之
一就是取长补短，她也期待在这次交流活
动结束后，地利小学能进一步丰富学生的
文化艺术类课程，将更多的传统文化内容
带进课堂。

趣味十足的剪纸体验结束后，地利小
学的 16名布农族学生也用当地语言演绎
了两首当地传统歌曲，为本次教学交流增
添了一份乐趣。

据了解，从 2017至今，我区已与台湾
南投信义乡 4所中小学校开展结对交流。

“与我们开展交流互访的主要是当地的小
学，他们也比较认可我区学校教育教学上
的一些特色做法和经验。”区台办主任卢松
岳说，教学交流活动的开展将进一步带动
两地在教育教学工作方面的经验交流，提
升学生群体间的友谊，让台湾的学生对大
陆有更直观、更清晰、更正确的了解。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登瞭望台一览千
亩松杉竹海，在海拔 700多米的高山上迎风骑
行，如此美景和无限快意就在我们家门口——
黄湖青山村—王位山村森林古道（以下简称王
位山森林古道）修复提升项目全面完工。这个
盛夏，余杭人就可以登上这条全长 8.98公里的
古道游山玩水、避暑纳凉了。

为推进以保护古树古道为重点的生态文化
建设，去年，区林水局将王位山森林古道修复提
升项目列为年度重点建设任务。项目全长 8.98
公里，其中森林古道修复段长6.48公里，骑行道
修复段长 2.5公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森林古
道贯通及修复提升，打造配套景观、修复绿化、
完善优化消防、指引、照明及保洁设施。

经过1年多的建设，起点位于王位山村的王
位山古道和起始于青山村的石扶梯古道得以贯
通，共同组成一条呈环形的王位山森林古道，加
上骑行游步道，其长度是杭城西北部最长的森
林古道。同时新增凌顶远眺台等景观节点 13
个、休憩廊亭9座、公共厕所3座，还全新打造了
两个风格不同且附带停车空间的森林古道出入
口等。

漫步其间，游客能欣赏到溪水飞溅而下的
美景，听到溪水潺潺的流动之声，呼吸之间尽是
松竹的清香。在森林古道的最高处有一座“凌
顶远眺台”，站在台上可尽揽千亩竹海、乡村人
家，景色十分秀美。

区林水局表示，同时修建的百丈平天堂古
道也已进入扫尾阶段。

骑行游步道、瞭望台、千亩竹海……杭城西北最长环形森林古道来了

王位山森林古道修复提升项目完工

王位山古道新建成的眺望台 见习记者 詹有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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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享赢”是我行推出的特色储蓄产品，保本保

息，最低1万元起存，期限有一年、二年、三年和五年

供您选择，以人民币计价，境内外人士均可申办。

产品特点 资金安全：存款产品，资金更安全

支取灵活：急用可取，通存通兑

办理渠道 浦发银行手机银行APP可办理

教育交流筑起友谊之桥

余杭信义两地
“特色教学”
交流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才休整
了两天，梅雨又要来了。预计双休日
我区普降大雨，局部暴雨，请市民和相
关部门提前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今年的梅雨少了点闷热，多了几
分凉意。往年这时候，家家户户开着
空调睡觉，而今都已进入小暑节气，晚
上吹电扇都嫌凉。原因主要是冷空气
势力强盛，副热带高压较弱导致梅雨
带长时间在长江中下游徘徊，难以北
上。区气象台统计，自 6月 17日入梅

以来，我区没有出现 35℃以上的高温
天，气温在 30℃~35℃的日数也仅 7
天，绝大多数时间都在25~29℃。

前两天稍稍热了一点，新一轮降
雨又来了，升温的态势又一次被大雨

“镇压”了下去。区气象台预计，随着
高空槽东移，今天中午起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傍晚到夜里以及明天阴有大
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4-15日降雨减
弱；16日雨势再次变大，17日又减弱
为阵雨或雷雨。雨水频至，气温自然

升不上去，预计7月10日前后出梅，已
然没有机会。

气温方面，今天 23~28℃、明天
23~25℃、14-15日 21~28℃，对于三伏
天来说，这气温似乎少了点应有的“尊
重”。不过，就算梅雨磨磨唧唧不肯
走，该入伏还是得入。今天开始，我们
正式进入一年中最热的、长达 40日的
三伏天。其中，初伏是 7月 12日至 7
月 21日，中伏是 7月 22日至 8月 10
日，末伏是8月11日至8月20日。

今日入伏遇上梅雨
今明两天普降中到大雨

香港惩教事务
职员协会考察

余杭社区矫正中心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陆萍）

前日，香港惩教事务职员协会参访团一行40
余人来余杭考察社区矫正中心。省司法厅党
委委员、副厅长率永利参加考察。

参访团一行实地参观余杭区社区矫正中
心，了解中心总体建设、分层布局、功能设置
情况，现场观摩入矫宣告、集中教育等活动。
余杭区司法局就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做介绍，
双方就“智慧矫正”、社区服务、安置帮扶等内
容深入探讨交流。

座谈会上，率永利介绍了浙江省社区矫
正发展情况，着重介绍了社会组织参与、公益
组织协作、就业基地建设、困难扶助、志愿者
服务队伍建设等社区矫正社会化发展工作，
对今后工作中加强交流协作表示期待。

参访团一行高度赞扬浙江社区矫正工
作，认为此次访问收益良多，一是智能化程度
高，“智慧矫正”工作令人印象深刻，互联网技
术应用走在先、走在前；二是社会化发展好，
在推动社区矫正工作与社会组织有效协作中
有想法、有深度，非常值得借鉴学习。

余杭车手王翔征战
国际顶级汽车拉力赛

他把“余杭”两个字
喷在了车身上

本报讯（记者 周铭） 2019年丝绸之路
国际汽车拉力赛进入第三赛段，余杭车手王
翔发挥稳定，以2小时32分13秒的成绩位居
赛段汽车组第六名，取得了预想中的成绩。

本次大赛由俄罗斯体育部、中国国家体
育总局、蒙古国政府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汽
摩中心、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沿途
各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比赛从俄罗
斯远东城市——伊尔库茨克出发，由北向南
穿越蒙古，进入蒙古国境内，并在蒙古国首
都乌兰巴托设立赛事营地。随后比赛进入
中国境内，车手们将挑战巴丹吉林沙山和戈
壁，7月16日在敦煌结束全部赛事。10天的
比赛里，车手们将穿越俄罗斯、蒙古、中国等
5000公里的征程，其中山地、河道、峡谷、戈
壁和沙漠特殊赛段将占据一半。

作为全球唯一的跨洲际长距离越野赛
事，丝绸之路国际拉力赛一直是备受瞩目的
一项顶级越野拉力赛事，经过近 10年的发
展，本届赛事无论是在参赛车手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再创新高。来自 36个国家的 181名
车手注册本届赛事，摩托车、汽车和卡车三
个组别，共计97辆赛车。

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的王翔和领航员
杨涛代表好顺亨哈德车队出战，为了宣传余
杭，他还专门在他的赛车上喷上“杭州·余
杭”的标识。他告诉记者，作为一名余杭人，
常年征战在国际拉力赛赛场上，觉得自己有
义务向世界展示余杭的形象，让大家知道余
杭，了解余杭。7月 6日，王翔在伊尔库茨克
得知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特意在发车
仪式上，打出了祝贺的横幅。

王翔表示，首次参加该项赛事，目的就
是要稳定发挥，熟悉赛段，力争发挥出水平，
夺取最好的成绩。

王翔驾驶着赛车在比赛中

难得的两日晴朗天气，临平城区万物繁茂。 记者 王珏/摄

本报讯（记者 周铭 通讯员 张晓
清）今年以来，区人力社保局结合“三服
务”活动，在人才创业创新政策宣传、政
策兑现和服务三个方面采取了积极做
法，通过把握政策宣传力度、政策兑现速
度和人才服务角度“三个度”，人才创业
创新环境一定程度上得以优化，有效吸
引了大量人才前来我区就业创业。2019
年 1—6月，全区认定高层次人才 557名，
新引进高校毕业生 1.38万名，累计培养
高技能人才 1945人，新增大学生创业企
业58家。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推出“双百双

千双万”系列活动，计划通过一年，联系
服务 400家重点企业、走访 400名高层次
和技能人才；为 5000名余杭籍大学生送

“一信一册一表”，给 5000个以上参保主
体送就业政策；举办 10000人次招聘会、
开展10000人次培训。1—6月，走访企业
512家，为5100余名余杭籍应届毕业生寄
送宣传资料，举办各类招聘会60余场，开
展人力社保政策业务培训 20余场，发放
各类政策宣传资料9000余份。

加快政策兑现速度。优化事项办理
流程，实行“一站式”服务，人才项目申
报、认定、政策待遇办理等事项一个窗口

申请和办理。1—6月兑现 131、139人才
科研资助、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清北”
雇员从业补贴等资金 231.3万元，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大学生创业补贴 8.68万，发
放毕业生生活安家补贴2515.5万元。

找准人才服务角度。创新“举荐人”
制度，引进薪酬、股权估值等要素，落实

“一事一议”“一人一策”个性化人才评价
方式，优化人才评价标准。完善“见习实
训一体化”体系，开展技能人才社会化培
训，建立完善校、地、企三方协作机制。
1-6月，完成技能培训 4515人，新增见习
基地13家，目前见习基地已达到162家。

人力社保局“三个度”优化人才创业创新环境

干好“一三五”深化“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