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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多地迎来征迁小高潮

区征迁办多管齐下把好“三大关”

余杭有一支由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组成的足球队

它有个美丽浪漫的名字——生命爱相“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关于征集2021年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增强

公众对民生实事工程的参与度，确保政府民生实事工
程成为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

“民心工程”，根据《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关于全面推行
区、镇（街道）两级政府（办事处）民生实事项目票决（会
商）制工作的意见》（区委〔2017〕29号）精神和《余杭区
人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暂行办法》（余政办〔2017〕
90号）要求，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2021年区政府
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集日期
自公告之日起至9月30日。

二、征集内容和范围
以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为重点，按照

“便民、惠民、利民”的原则，广泛征集与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项目，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乡
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

三、征集要求
1.建议项目应具有必要性和可操作性，一般包括

项目名称、项目背景、项目实施的意义及预期达到的目
标、项目实施要求等，特殊情况可适当简化处理。

2.建议项目应贴近民生，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具有较大的覆盖面和受益面。

3.在资金投入上，应具有可行性。
4.在建设周期上，应具有可控性，原则上能够在当

年度完成或取得较为明显的形象进度。
四、征集方式
1.网上征集：登录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yuhang.gov.cn/），点击“2021年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征集”图标，填写民生实事内容。

2.书信征集：寄送至余杭区南苑街道人民大道656
号区融媒体中心全媒体采访部（邮编：311100），请在信
封上注明“实事征集”字样。

3.热线电话：《余杭晨报》民情热线86185186，也可

拨打新闻热线19906819186。
4.发送电子邮件至2063103446@qq.com。
5.关注“余杭发布”微信公众号，并在征集公告评

论区留言。
请参与者提供真实姓名、联系电话，以便沟通联

系。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
2020年8月31日

前三季度我区表彰
见义勇为人员109人
新余杭人占比45.87%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 临平报道组 詹有
天）近日，余杭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姚卫
星一行来到乔司街道杭海路社区逸家花苑小
区，向救火保安周步群、项小龙宣读关于授予
两人“余杭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称号的决定，
并代表区见义勇为基金会送去荣誉证书和慰
问金。

记者从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了解到，前三季
度，共表彰见义勇为人员109人（其中确认为见
义勇为积极分子 36人、义举好市民 73人），同
比增长 450%。前三季度，杭州市共确认见义
勇为行为 99人，其中我区确认 36人。今年以
来，全市共对16名见义勇为人员进行了政府表
彰奖励，我区有9人，其中，向达勇获评“杭州好
人”荣誉称号，赵继堂、陈强等 21人获评“美丽
余杭人”荣誉称号。

在受表彰的 109人中，新余杭人为 50人，
占比 45.87%。其中，“良渚邮递员向达勇勇救
落水群众”“临平物业保安赵继堂英勇救人”

“运河诺邦员工陈强英勇救火”等见义勇为行
为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向达勇、
赵继堂、陈强均表示，作为新余杭人，余杭良好
的道德文明环境激发了他们见义勇为的勇气。

姚卫星告诉记者，余杭不乏见义勇为事
迹，还有很多正能量的事迹没有得到及时宣
传，比如保安、外卖员等队伍中英雄涌现，今年
以来共有48名物业保安、9名外卖员因见义勇
为行为受到表彰。接下来，区见义勇为基金会
将加大与基层派出所等单位的对接工作，及时
发掘、上报、宣传正能量事迹，不断激发人民群
众投身见义勇为事业、参与平安建设的热情，
形成“人人争当英雄”的良好氛围。

中科院老科学家
科普演讲团余杭行启动

本报讯（临平报道组 宋晗语 通讯员 张
晔敏）“小行星撞击地球会造成地球毁灭吗？”

“我们可以运用怎样的科学技术来避免小行星
对地球造成威胁？”昨日，中国科学院教授张德
良来到临平一小南枝校区，为 200多名三年级
小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科普讲座。孩子们
全程热情高涨，对科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同一时间，老科学家徐德诗、朱进、傅前
哨、焦维新分别在乾元小学、文正小学、临平第
一小学世纪校区、杭州安吉路良渚实验学校开
展主题各异的科普演讲，拉开了为期 4天的
2020年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余杭行序
幕。

据了解，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余杭
行是2020年全国科普日暨余杭区第34届科普
宣传周期间的活动之一，旨在激发广大青少年
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今年，余杭区
科协将携手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在余
杭开展34场讲座。

为弘扬科学精神，助力“三个全域”建设，
区科协始终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的位置，努力打造“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
演讲团余杭行”活动品牌。从 2010年起，相继
邀请钟琪、白武明、徐文耀等 20位中科院老科
学家科普演讲团团员，到我区机关、学校、村社
等开展科普讲座达148场，受众超过8万人次，
为余杭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作
出积极贡献。

破解流动摊贩治理、车辆违停管理等难题

做足“绣花功夫”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文明创建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凌怡 通讯员 陈洁）
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着广大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只有下好

“绣花功夫”，综合施策、精细治理,才能实
现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双提升。

“以前每天早上，这条马路两边摆满
流动摊位，买菜的人很多，常常被堵得水
泄不通，垃圾也随地乱扔……”家住石鸽
社区的陈阿姨所说的这条马路，位于中泰
街道石鸽社区老年协会附近，这里曾是流
动商贩集中点，周边环境卫生“脏乱差”，
让居民头痛不已。

为此，城管中泰中队结合“城市环境
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升”集中攻坚行动，
积极寻求解决方法，与属地街道联合规划
选址，最终确定在石鸽路北端开辟一个新
的自产自销点，让流动摊贩治理等城市管
理难题迎刃而解。

如今，这条连接起多个村社的乡间小
道通畅整洁，两边绿化郁郁葱葱。在新的
自产自销点，菜农们或坐在自己的摊位上
吆喝着，或与前来买菜的居民讨价还价，
一派热闹景象。

菜农有了“安心窝”，老百姓方便了
“菜篮子”，现场秩序管理自然不可或缺。
“目前自产自销点的开放时间为 5-9点和
17-19点，菜农要先去社区开自产自销证
明，之后才能在这里摆摊。”城管中泰中队
队员罗潇忠说，现场有专人维持秩序，收

摊后还有保洁人员清洁卫生，后续还将不
断完善自产自销点的布局和管理制度，进
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区私家车保
有量逐年递增，随之而来的违停现象也越
来越多。针对违停管理难题，我区依托城
市大脑余杭平台，试点AI视频巡逻技术，
利用视频画面算法，智能识别并抓拍车辆
违停，并自动推送违停提醒短信和附近可
用泊位信息，实现违停管理“发现——提
醒——引导——复查——处置”的全流程
电子化闭环管理，有效填补人为执法盲
区，提升违停查处效率。截至目前，该技
术已覆盖南苑、临平等 7个镇街 70路视频
监控点，发现违停车辆 4100余辆次，提醒
驶离率 69%，为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环境
提供了有力的执法支撑。

而这些，只是我区城市环境秩序“大
洗脸”行动的一部分。记者从区城管局了
解到，在“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貌大提
升”集中攻坚行动期间，全区累计出动人
员74万余人次，清理垃圾1.8万余吨，冲洗
道路 2.8万余条次，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
停放 19.6万余辆次，处理各类环境问题
20.6万余处，巡查检查工地、小区、公路铁
路9400余处。

眼下，我区正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为契机，紧盯影响城市形象的顽疾固
症，从细微之处入手，依托AI智能抓拍、执
法巡检系统、油烟在线监测等智慧监管手
段，纵深推进“两工”治理、“非机动车、非
浙A牌照”专项治理、街面序化专项治理等
专项整治，切实破解城市治理难题，持续
以“绣花功夫”打造宜居宜业之城。

本报讯（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杜晓
雨）仅用 2天时间，余杭街道顺利完成上
湖村张家埠区块58户农户征迁签约工作，
提前实现“全签”；经过三天三夜奋战，闲
林集镇东区块集体土地164户居民全部签
约，再刷新时速；瓶窑镇加快征迁“清零”
攻坚步伐，一个月内连破两局，凤都村区
块、崇化村区块全部顺利完成签约……

入秋以来，余杭多地迎来征迁小高
潮 全区多个项目签约率达100%。为了这
一场场“闯关夺隘”取得胜利，区征迁办多
管齐下、多措并举，履职尽责，把好政策制
定、指导服务、督查考核三大关，有效推动
征地拆迁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查漏补缺 当好政策制定者

征地拆迁事关城市界面更新攸关社
会经济发展，是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前
提，是百姓幸福安居的保证。今年以来，
随着浙江省户籍制度的改革，余杭区的征
迁安置补偿政策也随之作出调整，明确了

“一宗宅基地”的依据。作为新政调整后
的首批征迁工作，各镇街征迁推进的顺利
与否，是检验新政的试金石，备受瞩目。

优化政策，要做到蹄疾而步稳。为积
极应对《新规》对我区征迁补偿和安置工
作的影响，区征迁办及时启动集体土地上
征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调整工作，经过多轮
商讨，结合全区征迁工作实际，在遵循各
镇街政策平稳过渡的原则上，对原征迁补
偿和安置政策部分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制
定并出台《关于规范余杭区征迁集体所有
土地房屋实施多高层公寓安置的实施意
见》，为镇街后续的征迁补偿安置政策调
整奠定总基调、指明大方向。

同时，为完善我区征迁评估机构管理
的不足，保障全区各项重点征迁项目推进
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维护被征迁人的切
身利益，区征迁办在综合各评估机构、行
业专家的意见后，研究制定并拟出台《杭
州市余杭区征迁评估技术参考意见》《关
于加强征迁价格评估市场信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余杭区征迁价格评估专家库工

作管理办法》等三份行业规范类政策文
件，用以规范征迁评估行为。

下沉一线 扮好镇街“服务生”

为推进全区征迁安置工作的顺利开
展，区征迁办始终践行“一线”工作法，领
导干部带队，下沉一线，持续开展“上门服
务”走访活动，积极奔赴全区各个镇街开
展协调指导服务，送政策上门，听建议、解
难题，为各镇街的征迁安置工作精准把
脉、排忧解难。

一方面，围绕征迁问题出谋划策，认
真听取各镇街征迁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
堵点，结合我区征迁历史经验，给出具体
可行的意见建议。

另一方面，针对新旧政策答疑解惑，
依据新颁布的分户政策及区集体土地上
住宅房屋征迁补偿和安置工作实际情况，
对各镇街目前使用的征迁安置方案及后
续更新方案进行比较研判，对相关已突破
原有方案的新条款进行说明并提供可操

作性建议，促进街道新政落地生根。

督查考核 做好计分“裁判员”

为了压实各属地镇街征迁工作责任，
让征迁“清零”工作见真招、出实效，区征
迁办从各镇街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各镇街
的征迁任务与难度，在深度调查摸底的基
础上，将征迁“清零”工作纳入区政府对各
镇街的考核范畴，并拟定科学、合理、公
平、公开的考核标准与考评办法。

一方面，对全区各镇街的征迁“清零”
工作进度进行每月督查通报，晾晒任务完
成情况，推动各镇街你追我赶、争先进位，
营造“比学赶超”的浓郁氛围，以实绩论英
雄。

另一方面，以“三服务”为契机，定期
将征迁任务考核成绩送上门，向各街道进
行解释说明，督促各镇街对照项目计划清
单，拧成一股绳、搏尽一份力，不断提高征
迁任务完成率，奏响征迁“清零”最强音。

本报讯（记者 杨荣 周铭） 9月 19日
是第六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近日，区红
十字会组建了一支生命爱相“髓”足球队，旨
在向社会公众宣传“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行
你也行”的理念，进一步传递社会正能量，推
动余杭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发展。

在足球队成立仪式上，区红十字会向帮
助球队成立的爱心企业杭州臻元休闲用品
有限公司颁发了红十字爱心奉献奖。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区有44位造血干细
胞捐献者。这支13人组成的队伍，是全国首
支由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组成的足球队，队员
球衣背后的号码正是他们捐献造血干细胞
时的序号。队员们希望以足球友谊赛的方
式，向社会大众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知
识，呼吁大家一起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

参加友谊赛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足球
队队长毛超逸当日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并
现场抽血留样。“前期我对造血干细胞的捐
献也有些了解，在友谊赛开赛前进行捐献，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不仅是爱心的接力，
也会让爱的联盟越来越壮大。”毛超逸说。

谈到成立生命爱相“髓”足球队的初衷，
队长何云东表示，他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捐
献造血干细胞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体育
锻炼能让自己更健康、更阳光，“通过足球平
台，我们会开展一系列爱心活动，吸纳更多
的人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队伍中来，为更多
的患者搭建桥梁，送上生命种子。”

（上接第1版）
“我们将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高品质夜间经

济产品和服务，点亮夜经济地图，打造夜间消
费集聚区，进一步集聚人气，提振消费信心。”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此次省级夜间
经济培育城市的良好契机，下阶段，区商务局
将主动作为，联合相关部门、商贸企业，充分发
挥各平台、镇街的作用，立足我区经济发展优
势，以夜间经济提升为突破口，以完善提升夜
间消费设施、丰富夜间服务功能为重点，在

“购、娱、游、食、读、健”六个方面下功夫。通过
提供多样化的高品质夜间经济产品和服务，满
足市民和游客夜间消费需求，着力打造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业态丰富的夜间经济
形态，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生命爱相“髓”足球队（白色队服）在友谊赛中

城市亮起来
消费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