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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周钢
兴）年末临近，全区各项工作进入收尾阶
段，为保障民生实事工程落实，尽早圆拆迁
群众乔迁新居之梦，近期区住建局大力开
展征迁安置攻坚冲刺，牵头加快推进安置
房项目密集开工。东湖街道棚户区改造红
旗区块、红丰区块、星火苑区块，闲林街道
万景二期等安置房项目已先后动工建设，
共计建筑面积44.5万平方米。

东湖街道棚户区改造红旗区块、红丰
区块、星火苑区块等多高层项目均位于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区块项目位于南
部居住与配套服务区及传统产业提升区，
建筑面积 7万平方米，紧邻亭趾港河道绿
化，河道西侧规划有九年一贯制学校，有
80-160平方米四种户型供选择。红丰区块
项目建筑面积 13.9万平方米，周边有都市
知音、华枫名苑小区、红丰综合市场、大型
超市、规划幼儿园等基础配套，有 50-160
平方米四种户型供选择。星火苑区块项目
位于有机更新区块的居住型社区单元，毗

邻临平山，建筑面积 9.3万平方米，周边有
已建成曙光嘉园小区、星火新苑、育才实验
小学、余杭高级中学及规划 15班幼儿园，
有50-160平方米四种户型供选择。

闲林街道万景二期安置房项目位于余
杭街道，东至上仓路，南至和睦路，西至良
上路，北至青枫墅园三期，总建筑面积14.2
万平方米，毗邻在建地铁 16号线凤新路
站，距浙医一院余杭院区直线距离约 2公
里，距未来科技城余杭组团市民之家直线
距离约 1.3公里，有 40-160平方米六种户
型供选择。

为保障安置房这项重大惠民实事工程
顺利实施，今年以来，区住建局高度重视、
不断加码，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回迁提
速”目标要求，完善制度、保障要素、加快进
度，局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多次赴项目
现场实地勘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协
调化解项目存在问题。区住保安置中心密
切联系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建局、东湖
街道、闲林街道等相关单位，主动上门做好
服务指导，全力以赴确保各个项目按计划
如期开工建设。

区住建局加快推进安置房项目建设
近期东湖、闲林街道密集开工 建筑面积44.5万平方米

全域 共建共享

本报讯（记者 陈书恒 通讯员 胡
丹 徐旭成）高起的飞檐、青砖白墙的外
观，呈现出浓郁的水乡风格，这个特别的
建筑就是位于博陆水乡文化阳台的高家
桥公厕。今年以来，运河街道着力推进
辖区公厕改造提升工程，以更清洁、更便
民的要求，高质量构建集镇范围“十分钟
如厕圈”，助力街道“靓城行动”。

“这座公厕和五杭集镇的宝光路公
厕一样，属于高标准公厕，内部包含第三
卫生间、公共休息区和如厕区，设施一应
俱全。”运河街道区域发展与治理中心工
作人员徐旭成告诉记者，高家桥公厕解

决了博陆集镇居民和部分游客的如厕需
求，公厕外观和内饰极力突显水乡风貌
和博陆传统特色，既满足了实用需求也
满足了美化要求。

此外，在新宇村美丽的千亩荷塘边，
一座功能齐备的崭新公厕也拔地而起。

“以前每逢荷塘开花，总有很多游客前来
游玩，但如厕一直是件麻烦事。现在有
了这个荷塘公厕，就不必担心这个问题
了。”家住运河街道新宇村的郑阿姨是千
亩荷塘公厕的责任保洁员，自9月公厕搭
建完毕以来专门负责保洁清理工作。

据了解，这座公厕采用了装配式建

设方法，在建筑设计与图纸绘制工作完
成后，厂家生产建筑配件并直接运送至
施工现场进行组装，有效节约了施工空
间和工时，也减少了对周边环境和村民
生活的影响。“游客如厕一直是困扰村里
的大问题，为此街道区域发展与治理中
心多次入村开展‘三服务’活动，倾听村
民意见和建议，最终敲定在丰稔路旁增
设一处旅游公厕。”徐旭成说，千亩荷塘
公厕包含男女如厕区和第三卫生间共14
个厕位，配合周边区域已有的部分附设
厕所，可以在旅游旺季有效缓解游客如
厕难问题。

今年，运河街道共计划新建、改建公
厕 6座。截至目前，博陆文化阳台公厕、
新宇村千亩荷塘公厕、永旺路步行街公
厕、螺蛳桥村公厕等4座公厕均已完工并
投入使用，东新村停车场公厕完成土建
施工正在内部装修，亭趾小学公厕也已
完成招标开始进场施工。

现阶段，街道城区范围共有标准公
厕 18座，位置基本处在集镇内人流量集
中区域附近，设计标准可满足集镇内群
众的使用需求，配套周边开放的附设公
厕，基本实现了集镇范围内“十分钟如厕
圈”全覆盖。

靓城在行动

临平新城多条主干道将于年底完工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虞

倩）近日，临丁路入城口景观提升工程
正式完工，为临平新城“靓城行动”再添
一道美丽风景。

作为杭州东北面城市主干道，临丁
路是连接杭州主城区和临平副城的一条
交通要道，也是临平门户形象之一。临
丁路入城口景观提升工程整治范围东起
周扬路，西至区界，全长640米，主要建设
内容为两侧道路景观绿化及中央隔离绿
化景观提升等。

整治前，临丁路沿线绿化以防护林
为主，景观层次不足且缺乏亮点。改造
完成后，道路两侧整体景观层次感强，景
色优美怡人，各节点绿化突出，自然生
动，体现了“开放、大气”的整体形象。

今年以来，临平新城紧抓干道建设，
加快沪杭高速抬升、星都大道下穿，优化
藕花洲大街东延、临丁路、东湖路外翁线
等，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

除了道路景观的提升整治，临平新
城多条主干道也正在紧张施工中。今年
4月开工新建的永玄路（乔莫东路—东湖
路）全长约1.158公里，主要包括道路、排
水、桥梁、弱电、照明、绿化、强电等建设
内容，目前已开始路面沥青层及附属工
程施工，计划12月初完工。

三胜街（东湖路—区界）道路长约

1300 米、宽 40 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5%。科城街（东湖路—迎宾路）道路长
约 1000米、宽 5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杭乔路（科城街—石塘一路）道路

长约730米、宽40米，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0%。

作为九乔国际数字商贸城范围内的
主干道路，三胜街、科城街、杭乔路预计

年底完工，从而完善九乔区块路网、提高
交通通行能力，进一步提升区域品质和
环境。

整治后的临丁路绿化景观

完善基础设施 让“方便”更方便

运河街道高质量打造“十分钟如厕圈”

关爱残疾人 温情满临平
临平街道日前举办首届残疾人趣味运

动会，街道残疾人爱心柔力球队带来的表
演赢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运动会设有
双人背夹气球、垃圾分类大富翁、吹乒乓球
比赛等六个游戏环节。据了解，目前临平街
道登记持证残疾人有683名。

记者 李书畅 通讯员 何晓铭

微 新 闻

南苑街道与中国移动
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南苑街道与中国移动余杭分公司近日
签署 5G赋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及“党
建合创”合作协议。接下来，中国移动余杭
分公司将以南苑街道区域为网络建设、技术
创新、业务发展和应用推广的重点区域，积
极部署5G精品应用建设，着力打造5G应用
样板。 记者 陈坚 通讯员 汤水根

鸬鸟镇发布鳌鱼灯纪录片

鸬鸟镇日前举行省级非遗鳌鱼灯纪录
片发布会暨拜师礼活动。短短两分钟的视
频，展示了鳌鱼灯的深厚底蕴，让非遗成果
在百姓身边落地，在民间传承。拜师礼上，
省级非遗传承人施卫国向徒弟凌玮玮寄予
厚望，双方签订拜师帖。

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张海林

崇贤街道今年第二期女职工读书沙龙
活动日前举行。图为现场女职工在老师的
指导下，完成插花作品。 记者 周铭

崇贤开展女职工读书沙龙

近日，乔司街道举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知识大比拼，来自街道机关党委下属的 8
支队伍展开精彩角逐。

竞赛紧扣“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主题，通过必答、抢答、即兴演讲、风
险挑战等四个环节，考验街道机关党员干部
知识储备、表达能力、现场应对等综合素养。

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李阳

乔司街道举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知识大比拼

余杭频道(YHTV综合频道)
节目单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6,7）
2019/12/12 星期四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14,15）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68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梦想成真的地方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8,9）
2019/12/13 星期五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16,17）

观点制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10,11）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66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学法看法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4,5）
2019/12/11 星期三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12,13）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67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2019/12/9 星期一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8,9）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65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乡村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2,3）
2019/12/10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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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69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共同关注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健康余杭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10,11）
2019/12/14 星期六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18,19）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70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余杭教育 生活对对碰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12,13）

2019/12/15 星期日
观点致胜
电视剧：刘海砍樵（20,21）
动画片：虹猫蓝兔之海底历险记71
专题栏目/余杭新闻
转中央台新闻联播
美丽中国乡村行 生活对对碰
余杭新闻\人与自然
专题栏目
电视剧:长在面包树上的女人（14,15）

日期
11:10
13:36
17:01
18:00
19:00
21:30
22:00
22:50
23:15
备注：固定栏目 18:00余杭新闻（22：00重播)

次日白天 7:00开始重播前晚部分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