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杭区“八一”光荣榜

吴永辉同志，男，汉族，
1985年 5月出生，2003年 9
月招飞入伍，2007年7月入
党，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
队长，中校军衔。任职以
来，先后带领大队完成 2批
13名新员改装任务、赤峰
驻训、和田驻训、南海巡警
等大项任务，个人荣立三等
功一次。2018年，因正确

处置了一起空中特情，获个人二等功表彰。

程 飞同志，男，汉族，
仓前街道人，1984 年 8 月
生，2005 年 3 月入党，本科
学历，2003年高考考入空军
工程大学，2007年分配至空
军某部队服役至今，历任机
械师，机械队长，副厂长等
职，2011年因全年工作成绩
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19
年因连续 10年保障飞行安
全荣立三等功一次。

沈钱爽同志，男，汉族，
良渚街道荀山村人，1992
年 7月出生，2011年 9月招
飞入伍，历任学员、排长、副
连长、助理员，现任东部战
区空军某部参谋。入伍以
来，沈钱爽同志认真学习、
扎实苦干、尽职尽责、勇担
重任，先后荣获优秀基层干
部1次，优秀共产党员1次，

2019年参加东部战区空军比武竞赛并荣立三等功。

韦华起同志，男，汉族，
崇贤街道三家村人，198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
2006年9月入伍，现任某部
中队长，专业技术少校军
衔，自入伍以来，工作兢兢
业业，敢于吃苦。尊敬领
导，团结战友，在急难险重
的任务面前勇挑重担，发挥
带头作用。先后获嘉奖 4

次，获优秀基层干部2次。2019年因个人表现优异，
工作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杨健健同志，男，汉族，

南苑街道人，1986年 5月出

生，2006年 12月入伍，该同

志始终能够坚定理想信念立

足本职，磨练打赢本领，个人

专业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所

带单位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他拼搏进取，练就打赢本领，

始终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

先后获得旅炮兵专业考核个

人第一名2次，演习标兵1次，优秀基层干部1次，2020
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二等功 三等功 三等功

三等功
杨占原同志，男，汉族，

闲林街道人，1992年 1月出
生，2011年 6月自浙江省杭
州第二中学考入火箭军工
程大学信息工程专业，2014
年 7月入党，2011年 9月入
伍，2015年分配至火箭军某
部。该同志对党绝对忠诚,
在思想上行动上全方位向
党中央看齐，能做到严格执
行党的各项纪律，表里如

一，因工作业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方斌强同志，男，汉族，
崇贤街道人，1991年 10月
出生，2010 年 9 月入学入
伍，2014年6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国防科技大学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战略
支援部队某部副营职军
官。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
热爱党和军队事业，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参与部队多

项重大任务和科研课题，成绩突出，多次受嘉奖、被
评为先进个人，2019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三等功 三等功三等功

2019年以来，

余杭籍官兵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

爱军精武、矢志打赢、建功军营，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家乡人民增添了光彩、

赢得了荣誉。

今天，让我们向这群可爱的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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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童江平 李书畅 通讯员
钱俊 孙震星）昨日是我区机动车违
法鸣号专项整治行动首日。上午 9时
许，记者来到临平南大街与人民大道
交叉口，发现交警城区中队民警夏盈
正在对一辆违法鸣喇叭的车辆进行现
场处罚。

“前面车辆开得比较慢，我就按了
两下喇叭，没想到这样也会被处罚。”
正在接受处罚的车主孙先生向记者表
示，他一直有个习惯，遇到前车减速影
响他正常通行便会下意识地按喇叭催
促，没想到这次被处以50元罚款。

记者在现场发现，路口的监控杆
上已安装了一块黄色 LED显示屏，三
个车牌号码显示在屏幕上。夏盈告诉
记者，这是“声呐”监控设备，只要在距
离该设备 50米范围内按喇叭，设备就
会自动形成记录影像，同时将违法鸣
喇叭车辆的号牌实时显示在电子屏
上。该声呐监控设备可以实时、精确
地记录鸣喇叭的车辆，鸣喇叭时所产
生的声波将根据分贝高低形成不同颜
色的“彩色小球”在后台显示，因此从
科技手段上来讲，不会出现误判现象。

“根据规定，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在
禁鸣区域违法鸣喇叭，且车辆行经路
线上设置了‘禁止鸣喇叭’标志，定性
为‘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依法
处 100元罚款，记 3分；驾驶人驾驶机

动车在禁鸣区域违法鸣喇叭，车辆行
经路线上未设置‘禁止鸣喇叭’标志，定
性为‘机动车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
路段鸣喇叭’，依法处50元罚款。”夏盈
表示，目前临平城区的禁鸣区域包括望
梅路-G320-星光街-临东路-东湖南路
合围区域，机动车只要在该合围区域鸣

喇叭，都可能面临处罚。
记者随后从区交警大队秩序科了

解到，自“行车讲文明·喇叭不乱鸣”集
中治理行动启动以来，通过媒体宣传和
市民的自觉行动，禁鸣区内违法鸣喇叭
的现象已有极大改善，不少机动车驾驶
人能做到文明出行。不过，仍有少部分

机动车驾驶人存在乱鸣喇叭的陋习，专
项整治行动首日，8人受到处罚。

区交警部门表示，对于机动车违
法鸣喇叭行为，民警将严格按照规定
进行处罚，希望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行
车讲文明，喇叭不乱鸣，积极参与我区
文明交通建设。

禁鸣区禁鸣喇叭首日：

“声呐警察”上岗 车牌实时公布

在临平南大街与人民大道交叉口，机动车驾驶人若有违法鸣笛行为，该车辆号牌会被实时公布在显示屏上

为当好“重要窗口”排头兵
贡献巾帼力量

我区表彰十位
“最美军嫂（兵妈妈）”

本报讯（临平报道组 宋晗语 通讯员 陈哲）
她们是军嫂，是兵妈妈，有的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
赴、精益求精，展现巾帼风采；有的在家当好贤内
助，全力支持丈夫服役，消除后顾之忧……

昨日，区委宣传部、区妇联、区人武部举行“最
美军嫂（兵妈妈）”表彰活动，向十位军嫂、兵妈妈致
以崇高敬意，推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关爱军人家
庭、关心国防建设的浓厚氛围。区委常委、人武部
政委皇甫伟华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受表彰的军嫂（兵妈妈）用朴实真切
的语言，讲述了生活点滴，倾诉了真实心声，共同分
享自己作为军人妻子、军人母亲的心得。

长期以来，余杭区广大军嫂（兵妈妈）胸怀大局，
心系军队，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和生活的重担，用
爱与奉献、理解与支持、坚韧与执着，谱写了一曲曲
爱国爱军的时代颂歌。十位受表彰的军嫂（兵妈妈）
是从前期我区开展的“军人为你骄傲”暨寻找“最美
军嫂（兵妈妈）”主题活动中选树出来的。她们的优
秀事迹洋溢着中华民族女性勤劳、勇敢、坚强、智慧、
善良的传统美德，集中展现了当代军嫂（兵妈妈）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是新时代军嫂（兵
妈妈）的楷模，是全区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

皇甫伟华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学习军嫂（兵妈
妈）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全区各部门要进一
步发挥优势做好军人军属的优待工作，进一步维护
军人及家属的合法权益。受表彰的“最美军嫂（兵
妈妈）”要以此为新起点，进一步服务军队建设大
局，勇挑家庭社会重担，工作事业争创一流，为在部
队服役、为祖国效劳的亲人营造稳定温馨和谐的大
后方，为余杭争当全省建设“重要窗口”排头兵贡献
巾帼力量。

本报讯（记者 沈黎勇 通讯员 戴
晓英 周昭）赓续红色基因，建功新的战
场。昨日，我区隆重举行“兵心永向党
建功新战场”庆“八一”暨退役军人党建

“八红”活动启动仪式。南昌军事学院原
政委、余杭籍将军戴玉富，区委常委、区
人武部政委皇甫伟华，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李敏华，军队离休干部张仲轩，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老
英雄代表以及机关干部代表、驻地部队
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兵站长代表等 400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皇甫伟华代表区委区政府，向驻地
部队官兵、全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和军
属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希望区级各部
门要精准服务暖兵心、社会各界要多方
助力献爱心、退役军人要服务社会践初

心。
启动仪式在歌伴舞《祖国不会忘记》

中开场，分“记忆、传承、奋进”三个篇章，
由“红·地图”“红·书场”“红·血脉”“红·
记忆”“红·勋章”“红·纽带”“红·奋进”

“红·智惠”组成的“八红”系列活动贯穿
始终。

第一篇章“记忆”在倪阿荣、沈如根
两位参战老兵娓娓讲述战斗故事的视频
短片中慢慢展开，我区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的 53名老战士
个人资料和纪念章、军功章在此呈现

“红·勋章”；区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局长
朱宏强郑重接收军休干部张仲轩军旅物
品捐赠，呈现“红·记忆”；老兵代表和学
生代表共同点燃《余杭区红色旅游线路
图》，呈现“红·地图”。

第二篇章“传承”在纪录片《老兵舒
萍》的播放中开始，“红·书场”活动中，诗
朗诵《老兵，您好》引起现场退役军人共
鸣，“老兵故事我来讲”活动 8名宣讲员
精彩亮相，共同喊出激动人心的口号；戴
玉富将军赠送墨宝“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勉励全区退役军人，并向乔司街道军
转干部代表洪志伟传递火炬，延续了

“红·血脉”。第二篇章在驻地部队官兵
代表表演的《兵的使命》军体拳中掀起了
高潮。

第三篇章“奋进”在《投入新战场》视
频短片中开始，讲述了塘栖村“兵书记”
唐国标等退役军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抗洪抢险期间奋不顾身、参与地方经
济社会建设的感人故事。在“红·奋进”
授旗仪式中，李敏华等为退役军人志愿

者服务队授旗，结合余杭率先推出“老兵
码”；“红·智惠”活动由华元控股、华数电
视两家商家代表上台宣读《我为老兵做
承诺》承诺书，承诺对退役军人优先、优
待、优惠；在“红·纽带”授牌仪式上，皇甫
伟华等为 8家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示范单
位授牌，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为退役军
人创业就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激励退役
军人创新创业，建功新战场。

伴随着崇贤街道退役军人合唱团大
合唱《当那一天来临》的歌声，活动圆满
收官。

据了解，全区 388个村社退役军人
服务站通过“天天看余杭”视频通道，组
织退役军人集中观看活动直播，共同庆
祝“八一”建军节，在线观看量达 3万余
人次。

兵心永向党 建功新战场
我区举办庆“八一”暨退役军人党建“八红”活动

（紧接第1版）比如：迅蚁无人机的配送，能让顾客
体会到“全城买、全城送”的服务示范理念；而依托
未来科技城MCN产业，淘宝直播、遥望直播电商产
业园等企业，牵手饿了么“蓝骑士”和网红直播，为
大家打通线上购物的渠道。

作为此次夜市的分市，亲橙里外街区的“不夜
橙”，早在两周前就开启了“夜生活”——染HALO、
啤條胡同、周黑鸭等 25个商家都已入驻。各色小
吃、特色玩意儿，应有尽有。而除了购物一条街以
外，这里还有乐队演出、露天电影等娱乐活动。在
昨晚开街之后，这些精彩活动都将一一呈现。

创新管理新模式“云摊”精彩亮相

数字经济，一直是未来科技城的深耕领域。
此次活动中，“未来夜市”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产

业优势，依托未来科技城智能城市平台，与阿里巴
巴数字政府团队联合，以“一摊一码”为抓手，实现
城市管理洁化、序化、亮化，探索数字化精细管理的
科技城模式。

开街仪式上，“云摊”正式与大众见面。“云摊”
以“放管服”为基本理念，通过“一摊一码”实现夜市
摊位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公众通过支付宝扫一
扫，即可查看商户信息，进行“码上监督、码上评
价”。这有利于群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实现共管
共治。此外，通过钉钉这一载体，公众上报的信息
可实时触达夜市管理方、城管、市场监管等相关部
门，实现“码上通知”以及多部门的“码上监管”。

未来，“云摊”还将不断深化，通过“码上支付”
实时获取夜市交易动态，全面感知夜市经济活力。
同时，夜市开放部分区域作为“公益摊位”“共享摊
位”，让失业人群、普通百姓通过“码上”申请，管理
人员“码上”审核，实现摊位资源的普惠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