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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从小做起

临平街道星火社区日前联合新星幼儿
园在社区三楼绘本馆开展以“垃圾分类”为
主题的幼儿绘本活动。现场有垃圾分类知
识普及、绘本分享和手工制作。在老师的
指导下，孩子们利用纸杯、牛奶盒、吸管等
材料，制作了许多造型各异的小摆件。

通讯员 何晓铭 记者 李书畅

爱心献血 传递温暖
近日，黄湖镇开展夏季无偿献血暨造

血干细胞捐献登记活动。当天，辖区老师、
职工、党员、退伍军人，还有即将应征入伍
的青年志愿者们早早来到现场，认真填写
献血信息表、体检、献血。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 127位热心市
民成功献血36340毫升。其中，有7名献血
者做了造血干细胞留样登记。

见习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孔佳琦

闲林街道开展太极拳展演

前日，闲林街道在方家山文化主题公
园开展太极拳展演活动，来自街道的 100
余名骨干参加。清晨，太极剑团队率先来
到现场进行“32式太极剑”规定套路的交流
展示，随后各支太极拳队伍完整展示了 24
式、40式、42式太极拳。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张锡燕

日前，百丈镇联合众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开展“重走红军路，寻访红色印记”主
题实践活动。当天，35名小朋友统一穿上
红军服、戴上红军帽，先后来到杭宣古道、
新四军纪念馆，重走抗战时期红军远征之
路，重温新四军的故事，96岁高龄的抗战老
英雄李自炘爷爷给大家讲述了抗战时期的
峥嵘岁月，听着震撼无比的抗战故事，孩子
们如同身临其境，还一同唱起国歌。

见习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葛亚花

重走红军路 寻访红色印记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凌怡）日前，中国建
设银行余杭支行“金智惠民—乡村振兴”
暑期下乡实践团队走进良渚荀山村，开启
了一场垃圾回收环保之行。

荀山村是“虎哥回收”在良渚的第一
个农村服务站，为深入了解垃圾分类在农
村的新探索，参加实践的大学生分两组，

男生跟着“虎哥”去村民家回收垃圾，女生
跟着“虎妈”挨家挨户宣传知识。前期，实
践团队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虎哥绿色课堂
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向小学生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

日前，实践团队的大学生来到南苑
街道老年食堂，联合建设银行余杭支行

“晓勤公益之家”，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
送上爱心早餐。清晨5点，学生们便开始
洗碗、洗菜、炒菜……狭小的厨房里挤满
了忙碌的身影。5点半开始，学生们给陆
续前来就餐的环卫工人送上毛巾和矿泉
水，为他们送去一份清凉，道一声辛苦。

据悉，“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

学子暑期下乡实践活动是建设银行面向
广大高校学生搭建的了解社会、参与公
益、助力惠民、锻炼自我、发挥专业特长
服务社会的平台。“晓勤公益之家”是杭
州市金融系统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公
益之家，其发起人叶晓勤自 1994年起投
身公益，25年来结对山区孩子百余名。

本报讯（记者 胡彦斐 通讯员 陈华
晓）日前，区发改局召开会议，深入传达贯
彻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会重要精神，学习大
会报告。

会议指出，全会报告充分体现了区委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和省市委重要精神的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主题鲜明、高屋建瓴，
意义重大、催人奋进，是引领我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

面开启了我区打造杭州接轨大上海融入长
三角桥头堡的新征程，发出了争做全市推
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领头雁”的
动员令。

下一步，区发改局将深刻领会精神实
质，准确把握工作要求，以更强的谋划力、
统筹力、执行力，着力推动区委重要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落实见效。要高效率强化统
筹协调，建立项目化推进、清单化管理、责
任制落实等推进机制，制定指标、评价和绩

效等重要体系，着力形成“块抓条保、条块
联动、全域参与、全链条、全方位推进”强大
合力。要高起点谋定规划计划，围绕“1+5+
5”总体思路落地，加快深化完善我区接轨
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意见、
打造全国“双创”示范城引领区等行动计
划。要高质量打造平台载体，全力服务保
障五大平台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科创重
器和重大创新载体建设，在更高层次提升
特色小镇建设水平，着力打造我区接轨大

上海、融入长三角主阵地。要高能级培育
产业引擎，着力打造长三角区域服务业强
区、长三角企业创新研发总部基地，加大以

“科创板”为重点的上市培育力度。要高水
平深化项目支撑，结合“新五场硬仗”全力
攻坚，着力增强发展后劲。要高标准推动
改革攻坚，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重
点深化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配合
打造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

本报讯（记者 周铭 通讯员 张晓清）
近日，人力社保局召开会议，传达区委十四
届八次全会和区政府全体（扩大）会议精
神，并进行深入学习讨论。

会议指出，区委打造杭州接轨大上海
融入长三角桥头堡的战略决策部署，站位
高，定位准，谋划深，必将进一步推动余杭
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机遇高质

量可持续快发展。
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在贯彻落实全

会精神上，要求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理念，扎实做好各项民生保障
工作，用好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让老百姓
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接轨大上海
融入长三角上，重点抓好以下三方面工
作：一是主动对接，全力融入公共服务一体

化。在市区社保一体化的基础上，加强与
上级部门、周边地区的对接，建立社保信息
共享、数据互通的工作机制，实现公共服务
领域便利化。二是加强协作，全力服务打
造人才特区。加强与区委人才办、科技局
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优化完善人才政策体
系，建设一体化的人才评定和互认体系，开
展柔性引进机制建设，充分发挥长三角一

体化人才资源优势，努力打造人才特区。
三是借势借力，补足人力资源服务业短
板。开展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培训合作，提
升我区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做
好企业职业技能人才供应工作。以人力资
源产业园建设为着力点，引进培育和发展
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
职业技能人才支撑。

本报讯（见习记者 詹有天）乔司街
道日前组织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学习传达
区委十四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并
根据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半年各项工作举
措。

会议指出，围绕新一时期的重点任务，
乔司街道将积极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落地，认真谋划乔司目标定位和发展方
向；锚定区委区政府既定战略部署，在深化

“三个全域”建设，推进“三大比拼”、打好

“新五场硬仗”等重点工作上持续发力；围
绕服务保障临平新城开发建设，在推动项
目落地、园区提升改造上主动有为；坚持问
题导向补齐短板不足，在创新社会治理、深
化平安建设上重拳出击，奋力谱写乔司跨
越发展新篇章。

下一步，街道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不
断提升发展质效。深入落实区委“全域创
新策源地”决策部署，不断加快引进新兴产
业，加速改造传统产业，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数字+时尚”产业发展，推进模式
创新，跑出乔司产业发展加速度。纵深推
进专项攻坚，全面优化美丽环境。坚持拉
高标杆、注重细节，持续抓好征迁拆违，统
筹推进环境整治，逐步养成文明新风，深化
14个“全域美丽”建设专项行动，不断提升
美丽城乡品质。积极创新社会治理，持续
巩固基层基础。坚持问题导向，以增进民
生福祉、健全治理体系、深化平安建设，大
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社会治理创新，努力

提升群众安全感获得感。
乔司街道将进一步准确把握乔司所处

的历史新方位，认真谋划发展方向和目标
路径，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推进城市建设
和产业转型，以更细抓手、更实举措创新社
会治理、打造美丽环境，为加快实现“东部
崛起”区域发展部署努力奋斗，为余杭全力
打造杭州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桥头堡、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区发改局：提高站位勇担当 真抓实干讲执行

区人力社保局：认真履职保民生 融入大局促发展

乔司街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社会治理创新

村里来了大学生“虎哥” 爱心食堂来了志愿者

签约医生牵线
百姓享受专家级医疗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周其仁）“操医生，
我爸的病情反反复复始终没能改善，能不
能帮忙看下？”“那把他的病历、检查资料发
过来吧！”日前，家住星桥街道的金先生通
过微信联系上了签约医生区第一医院星桥
分院操名华医师。金先生在父亲 88岁，一
直在丽水老家，时常有头晕的症状，在当地
医院治疗过几次，始终没好转。金先生想
到了他的签约医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
系了一下，没想到马上得到了回复。

操医生立即为金先生联系了区一院心
内科专家袁红主任医师，通过医共体绿色
通道快速办理住院手续。袁红团队通过冠
脉造影及血管内超声检查，发现老人前降
支和右冠均为严重钙化扭曲病变，最终成
功为其植入支架，没几天老人康复出院。

据了解，医共体自实施以来，余杭一院
成立了涵盖 18个学科、40余位专家的签约
医生团队专家库，成为签约医生的坚实后
盾，签约居民通过签约医生就可得到专家
们的服务。

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地址：余杭区世纪大道176号

联系电话：86238899、89356520

南京银行未来科技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地址：余杭区文一西路1338号

联系电话：88669959、88669881

理财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理财管理计划2号

鑫悦享1908
三个月定开

特供理财

新晋财富客户

理财期限

每周开放

每季开放

91天

91天

182天

91天

182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业绩比较基准

上期年化收益4.10%
1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2.7%
4.40%（新客户）

4.50%（新客户）

4.40%

4.50%
4.50%

投资金额起点

1万元起

1万元起

5万元起（限购50万元）

100万元起（限购300万元）

20万元起（限购300万、上月
AUM20万以下）

300万元起（限购600万、财
私客户除外）

销售日期

每周开放

8月14日至
8月21日

8月14日
至

8月20日

浙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532号
垂询电话：89188109/89188443

89188680/89188701

本广告内容仅供客户参考，并不构成

本行的任何要约、承诺或义务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