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一静）共享单车
在给市民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
不少问题，比如随意停放，不仅存在安
全隐患，还严重影响和扰乱了市容环境
秩序及道路交通畅通。共享单车必须
有序停放。

前日上午，在临平欢乐城附近，记
者看到，城管南苑中队队员和单车运营
方工作人员正逐一将骑行者随意停放
在人行道上的共享单车摆放到指定停
车区域。

就在工作人员一辆一辆有序摆放单
车时，一名中年男子正将一辆共享单车
随意停放在人行道边，就要匆匆离开。
城管队员连忙上前劝导他将单车停放到

指定区域。“我来这里买点吃的就走，看
见其他人这么停，还以为可以在这里停
车，以后会注意的。”该男子表示配合。

区城管局南苑中队副中队长杨忠
良说：“对于共享单车的整治，其实我们
持续在开展。细心的市民可以看到，我
们在各大综合体、写字楼附近以及适宜
的位置都划了共享单车停车区域，还在
边上立了指示牌，规范的停车区域还会
视实际情况不断增加。”

对于随意停放的数量少、影响小的
车辆，城管队员会把它们重新摆放到指
定区域。而对随意停放数量多、影响大
的，城管队员会通知运营企业及时清
理。记者了解到，区城管局与多家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建立了共享单车工作群，
城管队员如果在辖区内发现大量违规
停放的共享单车，就会通知各个公司派
车辆、人员进行清运。如果没有及时清
运，城管部门会进行相应处罚。此前，
城管部门已召集青桔、哈啰、美团三家
品牌共享单车企业负责人召开会议，提
出运维管理要求，强调车辆管控标准，
明确任务完成节点。

接下来，城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重
要点位、主要路段的共享单车无序投放
管控和查处力度，确保辖区环境干净整
洁。同时，及时引导市民规范停车、规整
乱停乱放车辆，提高车辆使用率和确保
人行道畅通，切实做到方便市民出行。

方便出行但绝不能任性停放
城管部门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整治

共享单车只有有序停放，路面才能整洁美观 城管队员清理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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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余杭区良渚街道吴家门路
8号，联系电话：0571-88583110）。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李永仙、张庆忠 受赠人：张燕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白洋港

城（一期）2幢2单元11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年10月12日

征询异议公告
兹 有 吴 跃 强 （ 身 份 证 号 ：

330125196109224531）、赵 小 妹（身 份 证 号 ：
330125196307204128），因结婚证上吴跃强姓名存
在书写错误，现承诺结婚证与身份证上两人实为
同一人，如有不实，一切经济法律责任自负。对上
述情况有异议者，限于公告次日起15个工作日之
内提出书面异议材料（联系地址：余杭区临平南大
街 265 号 市 民 之 家 一 楼 ，联 系 电 话:0571-
86225309）。公告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我
局将按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年10月12日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号未来科
技 城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0571-
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蒋田君、郑文英 受赠人：郑招富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庭院深

深花苑云轩庭2幢1单元15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年10月12日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 1500号未来科
技 城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联 系 电 话 ：0571-
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
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许鑫 受赠人：汪丽华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岸上蓝

山公寓星河苑4幢1单元6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20年10月12日

区公路与运输管理
服务中心挂牌

本报讯（记者 凌怡 通讯员 王怡旻）前
日，余杭区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正式挂牌
成立。

成立区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是区委
区政府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的重
要战略性安排，是余杭调整优化交通运输发展
职能，完善交通运输系统治理体系，实现交通
运输系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区公路与运输管理服务中心整合了区道
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区公路管理服务中心、
区公路养护与应急保障中心的职能，内设13个
科室，主要职责为协助起草综合交通运输相关
政策、制度、标准及规范性文件并承担组织实
施的支撑保障工作；承担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养护行业管理的事务性工作等。

面对新征程、新使命、新责任，区公路与运
输管理服务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将在全新的起
点乘势而上、砥砺前行，以改革促发展，以融合
聚人心，当好交通运输行业的主力军和排头
兵，为积极打造“六型交通”，努力建设交通强
区，加快实现余杭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可持续
快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说说“我最喜爱的
习总书记的一句话”
乔司“好声音”

微宣讲走进朝阳村

本报讯（临平报道组 詹有天）
前晚，乔司街道朝阳村党建公园内比
往常更添了一份热闹，除了跳广场舞
的大妈、打篮球的小伙子，公园里还
迎来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就是来自
街道“好声音”宣讲团的成员。他们
放置好音响设备，拉起投影幕布，为
现场的村民带来一场主题为“我最喜
爱的习总书记的一句话”的微宣讲展
演。

活动开场，来自街道区域发展办
的治水达人陈雁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与大家分享了多年来的“治水那些事
儿”。“从 2013年到现在的 7年间，我
们对乔司 28条河道进行统筹治理和
系统化管理，截污纳管，河道清淤，引
配水以改善水质……”陈雁说，这份
坚守不仅仅是因为习总书记曾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其中还有
乔司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这都成为了
乔司治水人的不竭动力。

随后，五星村宣讲员翁磊的《人
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胜稼
村宣讲员於澜的《创新之道，唯在得
人》，汀兰社区宣讲员张静的《青春之
我，奋斗之我》，也都围绕着“习总书
记的一句话”，结合自身经历或是身
边的典型故事，分享感悟，展现青年
担当。

当晚的微宣讲活动虽然只有短
短半小时，但是轻松的宣讲模式、
接地气的宣讲内容，迎来不少周边
村民围坐倾听。据了解，此次主题
微宣讲活动还将陆续走进乔司各村
社企业，为更多群众带去更丰富的精
神食粮。

区诗词楹联协会
良渚诗社成立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前日，余杭区诗词
楹联协会良渚诗社正式成立。自此，我区有仁
和、太炎、塘栖、临平、径山、良渚六家诗社，将汇
成一股大力量，为传承光大我区文化事业作出
新的贡献。

良渚诗社在区诗词楹联协会良渚诗词小组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十三年来开展了多次采风
活动，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诗词，编印了《美丽
洲放歌》诗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良渚
古城遗址申遗成功，良渚越来越为人们所瞩目，
成立良渚诗社迫在眉睫。

2019年，良渚小组着手准备诗社成立工
作，吸收新鲜血液，多次协商，酝酿理事人选，为
良渚诗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如今，良渚诗社正
式成立，会员共计 14人，为广大诗歌爱好者进
一步搭建了学习、交流、创作诗词的平台。

老作家到水景社区采风
本报讯（通讯员 汤水根 记者 陈坚）近

日，临平诗社十几位老诗人、老作家到南苑街道
水景社区采风，对社区建设成果由衷赞赏。

原区作家协会主席赵焕明等一行参观了水
景社区党建文化设施，对社区完善的配套、贴心
的服务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印象深刻。

水景社区成立于2010年12月，辖区总面积
约 0.25平方公里，住户 2875户。近年来，社区
坚持“党建为龙头、服务为重点、群众满意为标
准”原则，致力于建设新型现代化社区。目前，
社区拥有 545平方米文体活动中心，设有图书
室、老年活动室、电子阅览室、健身室等活动场
所，成为居民休闲娱乐、交流沟通的优质平台。
同时，社区还整合资源，建立以党员、居民代表
为骨干的广场舞、太极拳等文体队伍，积极开展
活动，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开始入户工作

普查方式更智慧 扫码即可自主填报
本报讯（记者 凌怡）“您好，我们是

人口普查员，正在进行人口普查，需要您
的配合……”昨天，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开始入户工作。当天上午，记者跟随南苑
街道时代社区的两名普查员，逐一敲开君
临天下小区居民的家门，亲历入户摸底第
一天。

上午 9时 30分，肩背普查员专用包，
佩戴普查证的普查员宓雅芬和同伴敲开
了姚阿姨的家门。听说是为人口普查进
行信息摸底，70岁的姚阿姨和老伴吴大伯
热情地将大家迎进了门。按照普查要求，

姚阿姨拿出户口簿、身份证等材料，宓雅
芬仔细核对，并详细询问了有关户主、家
庭成员及住房等情况。

“今天是信息摸底，11月 1日起正式
普查，被调查户可以选择自主填报或上门
登记。”宓雅芬说，与以往人口普查相比，
此次普查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在传统入
户登记的基础上，普查对象可选择自主填
报的方式上报本户人口信息。

“自主填报怎么操作？”“您可以通过
我们提供的二维码和账号密码，手机微信
扫码登录后，自主填报个人项目信息。”面

对姚阿姨的提问，宓雅芬耐心地介绍，并
留下联系方式，叮嘱她有不清楚的事宜可
打电话咨询。

“现在是预填报，11月 5日之前完成
正式填报。届时未完成的话，我们会上门
登记。”宓雅芬告诉记者，这项工作较为繁
琐，一天下来很充实，且特别有成就感，

“居民们都很认真，还热情地招待我们。
有些居民起初不理解，经我们说明情况
后，都很配合。”

人口普查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全
面掌握全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可以为研究

制定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提供
依据。

记者从区统计局人普办了解到，我区
共计 300万余人口，划分为 14510个普查
小区，选聘了 15450名普查员和普查指导
员。普查摸底将于 10月 11日至 10月 31
日开展，正式普查从11月1日零时起。希
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普查员开展调查，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人口普查所需
的相关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