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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新 闻

“相约千万家”走进上湖村

日前，余杭街道上湖村村委大院成了欢
乐的海洋，歌声、笑声、掌声划破宁静的夜晚，

“相约千万家”文艺活动吸引附近 200多名村
民前来观看。整台晚会精彩纷呈，有热情洋
溢的舞蹈、悠扬动听的歌曲、幽默诙谐的小
品、惊心动魄的杂技等节目。本次文艺活动
紧扣平安余杭和垃圾分类两大主题，内容新
颖、形式多样，除了台上的表演，还有展板展
示和台下的互动。

通讯员 金昌才 记者 张孝东

新城社区启用老年爱心食堂

前日，南苑街道新城社区老年爱心食堂
正式营业，开张当天，有 48位老人前来就餐。
新城社区目前有 80岁以上老年人 160多位，
大多与子女分开居住，社区积极筹建了这所
非盈利的平价食堂，一荤两素一汤老年人仅
需自付3元，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还提供
送餐上门服务。

通讯员 汤水根 鲁莹 记者 陈坚

闲林法制夏令营开营
闲林街道开展的“保护文明、青春同行”

法制夏令营日前开营，15个村社的 70余名年
轻干部和中小学生参加活动。法制课上，闲
林司法所副所长唐云珍通过丰富的案例为同
学们讲解网络成瘾、校园借贷等带来的危害。

记者 张孝东 通讯员 汤葛月人 顾双杰

全域 共建共享

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周
云）记者日前从区住建局住房保障办了
解到，8月，我区又将有 5个安置房项目开
工建设，共计建设 4500套安置房源。这 5
个项目分别是闲林街道何母桥安置房二
期二标段、闲林街道商贸东安置房、闲林
街道万景安置房一期、吴家安置房二期东
区块、仁和街道獐山安置房一期。

征迁安置工作是余杭“全域美丽”建
设的重要专项之一，事关百姓民生福祉。
今年以来，区住建局以“安置提速”工作为
抓手，在保证施工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

快推进安置项目建设进度。目前，一个又
一个安置房项目按上了“加速键”，相继开
工。8月将开工建设的 5个项目中有 3个
项目位于闲林街道，这些项目毗邻地铁
口、学校、综合体，交通便利，配套齐全。

闲林街道何母桥安置房二期二标段
项目东邻华丰路，南至丰翠路，西邻良睦
路侧规划沿河景观，北至常睦路。该项目
建筑面积约 16.7万平方米，建设套数 900
套。项目周边有翡翠城、西溪华东园、华
丰社区等小区及闲林小学和睦校区、绿城
育华翡翠城幼儿园、西溪华东园幼儿园等
学校。项目西侧毗邻地铁 3号线良睦路
站，出行较为便捷。

闲林街道商贸东安置房项目西至规
划二号路，南至规划一号路，东至已建小

区（岸上蓝山），北至沿山港。该项目建筑
面积约 13.4万平方米，建设套数 784套。
项目周边有岸上蓝山、东海闲湖城等小区
及规划闲林东路幼儿园、闲林小学等学
校。

闲林街道万景安置房一期项目位于
闲富北路与上和路交叉口以北，北靠万金
山，南侧为上和路，东侧为农居点，西侧为
玉榕庄小区。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20万平
方米，建设套数1008套。项目周边有玉榕
庄、未来海、西溪海等小区及英特西溪外
国语学校。

吴家安置房二期东区块项目位于乔
司街道，北临吴家一期，南临杭乔路，东临
相邻地块。该项目建筑面积 18.1万平方
米，建设套数 922套。项目位于九堡核心

区，呼应城东新城和下沙新城，地跨江干
区、余杭区两大城区，周边拥有沪杭、绕城
两条高速路，德胜、东湖两条快速路，濒临
地铁 1号线，内含九恒社区、红普社区、石
塘社区和稼南社区四大社区以及杭海路
一条物流主干道。配套设施较为完善，交
通较为便利。

仁和街道獐山安置房一期项目位于
獐山老集镇，北至启航路，南至獐山港及
求学路，西侧以獐山港及仁良路为界，东
至仁河大道。该项目建筑面积 16.5万平
方米，建设套数 882套。项目位于獐山集
镇提升改造核心区块，周边有仁和中心幼
儿园、仁和中心小学、仁和中学及求是高
中。

4500套！我区5个安置房项目本月开工 我区加快上道路运输
拖拉机淘汰工作

明年6月30日前实现“清零”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为了深入贯彻
落实全域预防道路交通事故专项攻坚行动、
蓝天保卫战工作以及全省关于加强农村道
路、农用车管理等安全生产的要求。近日，我
区召开全区上道路运输拖拉机淘汰清零推进
会议，对工作进行再布置，力争到 2019年底
基本完成全区上道路运输拖拉机提前淘汰工
作，确保到 2020年 6月 30日前实现全区上道
路运输拖拉机全部退出。

今年 6月 20日起，根据《余杭区公安分
局、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对上道路运输拖
拉机实施全区道路限行的通告》规定，我区域
内道路（国、省道除外）全天限制拖拉机上道
路通行。确实从事农业运输的，须凭通行证
按规定路线通行。同时，按照《余杭区上道路
拖拉机提前淘汰补助实施细则》，对在我区注
册登记，符合补助条件的上道路运输拖拉机
进行淘汰补助。

根据浙江省农机管理系统最新数据，截
至目前，全区上道路运输拖拉机登记在册量
有1265台，比年初减少334台。下一步，我区
将强化上道路运输拖拉机路面联合执勤执法
机制，严格执行行业与领域禁入规定。

据悉，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我区将停止
上道路运输拖拉机年检工作。今年 8月起，
年检工作凭临时通行证方可办理，年检合格
的上道路运输拖拉机年检合格有效期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对年检过程中连续 3次检
测未通过的上道路拖拉机不予通过年检，进
行报废处理。

本报讯（记者 凌怡 通讯员 郎
萍）昨天上午，区城管局市政中心工
作人员为“紫薇王“修剪了一个“新发
型”，为的是帮助紫薇花延长花期。

好望公园“紫薇王”是杭州市冠
幅最大的一株树形紫薇，冠幅最大有
8米。每年夏季，一簇簇花蕾开得十
分娇艳，犹如一团紫红烟霞，常常引
得不少市民驻足观赏。为延长紫薇
花期，区城管局市政中心根据杭州专
家的指导，通过紫薇花修剪二次开花
技术，对“紫薇王”进行花后修剪，消
除顶端优势，促进侧枝花芽分化。通
过几年的修剪摸索，紫薇二次、三次
开花技术越来越成熟。曾经只开短
短一季的紫薇，如今花期已可以延长
至10月初。

“此次修剪后，市政中心将根据
精细化养护原则，及时开展紫薇的施
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水分管理、养护
台账记录等工作，确保二次开花整
齐、繁盛、优质，并为第三次开花做好
能量积蓄。”区城管局市政中心相关
负责人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他们将力争通过紫薇后续精细养
护，实现国庆期间三次开花，向祖国
献礼。

工作人员正在为“紫薇王”修建枝叶

市政“理发师”展身手 好望公园紫薇王“换发型”

临平大酒店开展技能比武

前日，杭州临平大酒店有限公司第十九
届服务技能大赛在酒店鼎湖厅开赛，比赛分
中餐摆台、斟酒，散客接待，中式铺床，热菜、
冷菜烹饪等项目。比赛中，各参赛选手操作
娴熟，发挥出色，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竞技
秀。通过比赛，选手之间切磋了技艺，又增进
了友谊。 记者 胡轶文

本报讯（记者 周铭）“太感谢余杭
人力社保局了，今年他们直接上门为我
们服务，真是惠企利民的好举措！”杭州
猎海科技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余先生
说。余先生口中的“好举措”是区人力社
保局近期推出的“互联网+上门”服务模
式，这一服务模式使大学生创业资金资
助申报实现了“零跑腿”，使“最多跑一
次”改革更加深入。

猎海科技位于仓前街道海创科技中
心，开车赴区行政服务中心需 1个多小
时，如果材料未准备齐全，还需要跑多个
业务部门准备正确的申请材料，办理时
长成了问题。区人力社保局推出的“互
联网+上门”服务模式使这一问题迎刃而
解。

区人力社保局主动对接区财政局及
企业所在镇街或平台，通过“互联网+上
门”服务方式，第一时间为企业上门核验
原件、接收纸质材料，实地核查企业运营
情况，为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优质便捷
的服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针对部分
企业提出申报材料和流程繁琐的问题，
区人力社保局通过精简大学生创业资金
资助申报材料、取消部分证明材料，健全
了“最多跑一次”，提升了服务企业的质
量。

在余杭人力社保“网上办事大厅”
里，增设了大学生创业资金资助模块，申
请者登录该系统可上传相应的申报材
料，由区人力社保局工作人员进行线上
审核，如有材料不符等情况，将在规定时

间内一次性告知企业，避免办事人员来
回奔波。

区人力社保还把“主动上门，提升服
务质效”作为服务的重要一环。针对大
学生创业资金资助申请前期准备事项
多、材料复杂的问题，改变原先的业务办
理模式，推动“被动分散式”服务向“主动
集中式”服务转变，组织业务经办人员为
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上门办”服务，实
现业务审批在企业讨论、在企业确定、从
企业带回，做到企业“无需跑”，真正解决
大学生创业企业的难题。

“互联网+上门”服务形式推出以来，
区人力社保局已基本完成全区新申报大
学生创业企业的走访，累计为 60余家大
学生创业企业提供了上门服务。

最多跑一次全区林业“天网”监控
设施项目（一期）完工

本报讯（记者 潘怡雯） 近日，全区
林业“天网”监控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基
本完工，将更加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加快
全区林业信息化建设。

林业“天网”监控设施建设项目于今
年年初正式启动，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全区
主要林区建设高清热成像视频监视系
统。该系统的监视半径在 3~5公里之间，
最大覆盖面积为70平方公里。

目前，区林水局已在临平山、半山各
建成一个，超山2个。

通过林业“天网”监控设施建设项目，
可有效提高全区森林消防站点技术保障
能力，进一步完善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增
强预警发布能力，有利于及时发现、查处
涉林违法犯罪案件，提升林区安全防范能
力和管控水平。

据了解，林业“天网”监控设施建设项
目（二期）计划在西部山区布点，预计年底
启用。

区人力社保局推出“互联网+上门”服务模式

大学生创业资金资助申报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