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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86212345”网络单位“效能指数”公布

7月份网络单位效能指数测评表（镇街）

7月，全区网络单位“效能指数”达标45家，镇、街道排名前五名的分别为：塘栖镇、瓶窑镇、仓前街
道、五常街道、中泰街道；部门排名前五名的分别为：区行政服务中心、区医疗保障分局、区交通集团、
区烟草局、电信余杭分公司。

7月，“效能指数”未达标单位2家，为：东湖街道、良渚街道（详见附件）

7月份网络单位效能指数测评表（部门）

注：①“效能指数”达标值为：90分，标红表示未达标（月受理量少于10件的单位不纳入每月效能指数测评，
但纳入年度综合考评）。②统计日期：2019年6月26日-2019年7月25日。

余杭区区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区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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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转第1版）区领导阮文静、王姝一行
昨日来到星桥中心幼儿园、运河中学、林苑
学校、余杭第二高级中学，看望慰问教育工
作者，向辛勤耕耘的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
在星桥中心幼儿园，阮文静一行参观幼儿活
动室，希望老师们做好启蒙教育，让孩子健
康快乐成长。在运河中学、林苑学校和余杭
第二高级中学，阮文静一行走进教师办公
室，看望一线老师，对老师们的辛勤付出给
予肯定和赞扬，认真听取各校教学管理等情
况。阮文静充分肯定了各校近年来取得的
成绩，勉励广大教职工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和
作风，继续弘扬爱岗敬业、严谨笃学、无私奉
献的师德风尚，以更饱满的工作激情、更务
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提升办学质量，为繁
荣余杭教育事业作出新贡献。

区领导沈昱、朱红丹昨日先后来到崇贤
中学、塘栖宏畔幼儿园、仁和东风小学和良
渚职高。经过改扩建的崇贤中学占地近100
亩，是一所环境优美、设施一流的省级示范
初中；宏畔幼儿园“安全、舒适、绿色、童趣”
的特色环境，是为孩子提供快乐成长的摇
篮；东风小学是一所新建公办学校，以招收
钱江经济开发区员工子女为主；创办于1956
年的良渚职高，是省二级重点职业中学。每
到一处，沈昱一行都详细察看、询问学校建
设、校园环境和教师生活工作等情况，看望
慰问一线教师，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希
望大家牢记职责初心，提升育人水平、提高
教育质量、打造教育品牌、强化队伍建设、服
务地方发展，为余杭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
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区领导李忠誉、陈云水一行昨日走访瓶
窑中学、径山中心幼儿园、鸬鸟中心小学、黄
湖中学等学校，向一线教师表示慰问，感谢
他们的辛苦付出。每到一处，李忠誉一行详
细了解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情况，询
问存在的实际困难，希望各校加强班子建
设，打造团结一心搞教育的管理团队；政府
部门要重视学校硬件设施建设，为教师和学
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教育部门要多
开展学习交流等活动，全面提升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全社会应广泛参与，重视教育，营造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氛围。

区四套班子领导开展
教师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王群
凯）近日，在临平南大街和政法街交叉路
口这一繁华交通枢纽地段，一台西奥加装
电梯已然矗立在路口的西南角。说起这台
加装电梯，胡姬花园的业主们也是感慨万
千，直叹“好事多磨”。

加装电梯条件“先天不足”

胡姬花园加梯项目通过联合审查后，
区加梯办、管线单位、设计单位及施工单位
多次踏勘现场，发现事情没有原先估计的
那么简单。首先是电梯的位置，在小区的
最东北角，东边和北边都被围栏阻挡，现场
施工空间不足，大型机械无法进入施工，相
关物资需要靠人工运输，施工难度较大。

在基坑浅挖后，又出现了更让人倒吸
一口冷气的情况：一黑一白两根硕大的雨
污水管横贯基坑，这还是整条主干道路的
雨污管，如果要迁移，需要挖开主路面进行
施工。一墙之外是临平最繁华的街口之
一，车流量人流量都很大，一旦开挖施工，
交警、市政、管线公司等各部门都要协同作
业，影响面太大。

以上诸种加装条件的“先天不足”，让
项目一度停顿下来。

“浅底坑+双层基坑”完美解决问题

项目现场暂停，但区加梯办没有放弃，
他们与西奥电梯技术人员、建筑设计院设
计人员不断讨论修改方案，反复进行论证，
希望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

最终，在各方努力下，重新对胡姬花园
单元楼做地勘，修改桩位，在确保电梯沉降
和挤压不会对水管造成影响的前提下，确
定了“浅底坑+双层基坑”的方案。

新方案中，在电梯基坑预基础垫层之
间做架空，两根管线放置在电梯基坑夹层

中，因为管线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所以基坑
上又浇筑了一层基坑，完美地避开了这两
根雨污水管。同时，采用西奥“浅底坑”电
梯技术，既不影响管线安全，又可以保证电
梯的正常运行。

“整体装配式加梯”工时节省两个月

在破解了基础部分的难题之后，又传
出一个好消息：由于现场施工条件限制，区
加梯办鼓励项目采用“整体装配式加装电
梯”，电梯安装、钢结构和外立面安装都在
工厂预制完成，先进的施工方式比传统现
场施工缩短了至少两个月安装时间。

7月17日，工厂安装完成的整台电梯，
分成两段被拉到现场。一招“隔山打牛”，
把电梯从小区围墙的外面吊装到项目现
场，整个吊装过程6小时完工。在土建收尾
和连廊精装修等工作完成后，8月，胡姬花
园的业主终于拿到了期盼已久的“电梯使
用合格证”，从此告别了“爬楼时代”，开启
了“轻松上下”的品质生活。

据了解，自 2018年余杭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启动以来，全区累计已完成加梯
22台，其中2019年至今交付使用12台加装
电梯。

胡姬花园好事多磨告别“爬楼时代”
我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经验越来越丰富

本报讯 （通讯员 曹丽惠 记者 陈书
恒）昨日上午，区红十字会慰问组爱心回访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向他们带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长许玲娣参加
活动。

杨加栋是余杭第33例捐献者，也是余杭
区首位区管干部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感
觉自己是幸运的，捐献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
了有意义的一笔。”杨加栋说，“接到初配成
功的电话时，我很激动，想到有机会挽救一
条生命，我当然义无反顾。”由于配型患者情
况比较紧急，在初配成功后，杨加栋同时做
了高分辨采样和体检，并于5月21日成功捐
献264毫升造血干细胞。

今年 31岁的侯瑞是余杭育蕾学校运河
校区的科学老师。5月 27日，侯瑞经过 2小
时的采集，成功捐献 154毫升造血干细胞混
悬液，用于挽救一名血液病患者的生命。
2014年，侯瑞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师资证，成
为红十字注册救护师。在学校，他经常给师
生普及救护知识和技能，也参加了区红十字
会组织的各类救护培训。

慰问中，许玲娣感谢杨加栋、侯瑞的善
心义举，询问他们在捐献后的身体恢复情
况，向他们送上鲜花、慰问品和博爱体检卡，
嘱咐他们要注意自身健康，以自身的经历言
传身教，宣传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这
个队伍中来，把余杭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的
热情、大爱和氛围带动得更好。

区红十字会爱心回访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本报讯（记者 周铭 胡彦斐 通讯
员 张文杰）“感谢余杭过来的企业家，给
我们村委会捐赠的乒乓球台、音响设备，
村民们还领到了家纺三件套。这几天，村
民常来村委会，想当面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咸丰县曲江镇渔泉口村党组书记严
克远这样说。

近日，余杭区上市挂牌企业联合会组
织 15家会员单位赴咸丰县，考察咸丰余
杭电商产业园，了解园区各项农产品销售
情况。考察期间，联合会在曲江镇渔泉口
村举行爱心公益捐赠仪式，现场 20余户
贫困户领取了棉被、枕头等家纺三件套。
据悉，余杭区上市企业联合会此次共向曲
江镇渔泉口村捐赠了价值 50000元的爱
心物资，主要包括文体娱乐设施、图书、棉

被等。
在捐赠仪式上，联合会秘书长李崇高

表示，此次组织企业家开展“对口帮扶（咸
丰）公益行”活动，是为了落实余杭区与咸
丰县对口帮扶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千企
帮千村”社会帮扶活动；响应推进社会组
织扶贫，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主
动对接对口帮扶地区需求，开展各类慈善
公益帮扶行动的要求而开展的。

神秘的北纬 30°线串起了杭州和恩
施，结对帮扶工作又将余杭与咸丰紧紧联
系在一起。在短暂的考察过程中，企业家
们充分感受到这里淳朴的民风，秀美的山
川，清新的空气。扶贫慈善是一项需要长
期坚持的事业，余杭区上市企业联合会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鼓励和引导更多的余

杭上市挂牌企业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用
实际行动和有效举措帮助贫困群众早日
脱贫致富，让更多的贫困群众和困难家庭
早日脱贫奔小康，为“打造东西部扶贫协
作一流典范，争当扶贫协作排头兵”积极
贡献力量。

咸丰县委常委、副县长郑颖表示，自
余杭与咸丰开展结对帮扶以来，组织了诸
多余杭的企业家来咸丰献爱心、做公益活
动。今年以来，余杭已累计组织了近 10
家相关企业来咸捐赠，爱心物资价值达
502.182万元，范围涵盖教育、医疗卫生、
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今年下半年的
爱心捐赠活动也在积极有序的筹划中，希
望类似的爱心活动能一直延续下去，助力
咸丰更快地脱贫解困，发展致富。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通讯员 周德
峰）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区公安分
局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在全区范围内组织
开展“雷霆13号”暨“飓风14号”集中统一
行动。

昨前两日，区公安分局开展以“强巡
防、护校园、保稳定、迎佳节”为主题的集
中统一清查行动，共投入公安民警、警辅
人员和各职能部门、镇街力量 10000余
人，检查学校、网约房、出租房等 8260余
家次，盘查人员 16000余人、车辆 2330余
辆，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99名，其中
在逃人员 4名，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7400余起，行动实效明显。

此次行动体现跨区域协同作战，我区
公安干警奔赴临近区县开展集中行动。
前日，区公安分局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
指令网警大队、刑侦大队会同乔司、瓶窑、
闲林、仁和等派出所，对盘踞我区的网络
赌博团伙集中收网，在余杭、西湖、萧山、

临安等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同时
跨区域追捕的还有临平派出所民警，他们
在凌晨赶赴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某出租
房，抓获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上网追逃嫌
疑人1名；运河派出所民警成功在海宁抓

获在逃嫌疑人1人。
随着国庆节的脚步日益接近，下一

步，区公安分局将持续开展专项清查整治
行动，确保不留犯罪死角，社会秩序平安
稳定。

本报讯（记者 王瑜薇）中秋、国庆双
节即将来临，为切实维护期间市场秩序，昨
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双节市场专项
检查。

此次专项检查主要包括食品安全、药
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三方面整治。在昨
日开展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中，记者跟随
执法人员前往我区部分农贸市场和商超。

在中山路农贸市场，执法人员重点检
查索票索证情况，严管农产品溯源。“眼下，
我区正在大力推广‘食安一码通’，市民在
买菜时，通过扫码摊位上的‘一码通’二维
码结账，能详细了解产品的来源地和检测
等信息。”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
长张向东告诉记者。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临平盒马鲜生，
检查月饼、糕点、冷冻肉制品、水产等热销
产品，仔细检查月饼外包装上的生产日
期。盒马鲜生临平店品控汪阳表示，商场
严格落实日常管理，严把进场关，做好对产
品的索票索证、检测等工作，工作人员每周
会检查商品的保质期，及时处置临保商品，
做到商品先进先出。在冷冻肉柜台和冷藏
柜台，记者看到温控计分别显示为-18.2℃
和3℃。执法人员介绍，商场在冷冻肉制品
的存放要求上，温度需要达到-18℃以下，
冷藏温度要保持在0至4℃之间。

据悉，此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中，区市
场监管局以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商
超、大型餐饮为重点区域，以月饼、糕点、乳
制品、生熟肉、保健食品、酒类等节日消费
量大的食品为重点对象，认真检查商家主
体资格、商品商标，严把食品市场准入关，
严厉打击制售不合格食品、非法添加和违
法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坚决查处销售无
合法来源及过期变质食品的现象。

接下来，在药品和特种设备专项检查
中，将着重对药品质量、药品储运、经营，特
种设备非法制造、非法安装改造修理、非法
使用、超期未检、隐患超期未整改等行为进
行严厉的打击整治，维护双节期间的市场
秩序。

余杭启动中秋、国庆
双节市场专项检查

千里帮扶公益行 助力脱贫献爱心

余杭上市挂牌企业联合会赴咸丰考察捐赠

警方开展集中统一清查行动

警方在主要交通路口设卡，检查车辆违禁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