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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铁乘车新规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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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杭州市地铁乘车规则》
（下称《规则》）
已正式实施，
对以下几条做出了调整。
《规则》第六条：
成年乘客带领儿童乘车时，
对1.3米
以下儿童免费政策不设儿童人数限制。
《规则》第三条：
乘客应该遵守票务、
安全、
防疫等规
定，
接受、
配合地铁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检查；
对经劝告仍
不配合检查、
携带疑似危险品或未按规定采取防疫措施
的人员，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以拒绝其进站乘车。
《规则》第七条：乘客搭乘自动扶梯时，应紧握扶
手带，照顾好同行的儿童和老人，不得倚靠扶梯，不
得多人挤站在同一阶扶梯，不得在扶梯上奔跑、打闹，
不得在运行的扶梯上逆行，不在出入口滞留。在乘坐

余杭以“奋进之笔”写好教育答卷
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幸福感。

奋进而为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记 者 余 文） 建 成 投 用 学 校 23
所，新增学位数 23880 个，内培外引省
市名优教师 186 人，引进 14 名教育专家
为首批余杭教育智库专家……这一项
项喜人成绩，是余杭区以
“奋进之笔”
写
好教育
“答卷”
的最好印证。
2021 年，余杭发布教育高质量发
展奋进计划，旨在打造成为全省示范、
全国领先的“未来教育”高地。回顾教
育
“奋进”
之路，从过去的
“有学上”
到如
今的“上好学”，从全面普及到优质均
衡、高质量发展，余杭教育走出了一条
奋力拼搏的
“崛起之路”
，为全区人民带

“新学校环境好，科技感十足的航
空研学馆让人眼前一亮 。”2021 年秋
季，瓶窑镇第二小学正式启用，花园式
的校园环境、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满足
了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不少家长纷
纷点赞。
据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余杭完成新建及改扩建学校 23 所，
合 计 新 增 班 级 572 班 ，新 增 学 位 数
23880 个；完成 16 所小区配套民办幼儿
园转为普惠性幼儿园，普惠递增率为
9.28%。
高投入的同时更追求高质量发展，

瓶窑镇第二小学建设航空航天研学馆，
创建航天科技教育特色品牌；
海辰小学
启动书香校园活动，打造溢满书香的校
园文化；中泰中学探索“三精课堂”，开
展减负提质的生动实践……2021 年，
余杭各校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奋进计
划，迅速找准定位，一校一方案，高水平
推进创建标杆学校。同时，还初步完成
《余杭区“十四五”教育项目布点计划》
《余杭区学校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编制。

乘势而上 加快优质教育资源汇聚
2021 年 8 月，余杭教育高质量发展
奋进大会上，成立了名校教育合作联
盟，这意味着合作办学在余杭掀开新的
篇章。

依托名校教育合作联盟，余杭深入
推进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
江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合作，谋划建立了
一批附属学校。此外，余杭还深化名校
集团化办学，推动省市优质教育资源向
余杭延伸，引进上海徐汇区等 13 所学
校，采用联片结对的形式，与区内闲林
中学等学校合作。同时，余杭区通过名
优教师培养、教育人才引进，为优质教
育持续加码。
下一步，余杭教育将聚焦优质均
衡，从扩充资源、强化师资、提升质量等
方面，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普惠发展、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学校特
色发展，拿出实招加大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引进工作的力度，谱写好余杭教育奋
进新篇章。

交通建设大提速 创造良好交通环境为亚运助力

区政府召开《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宋晗语） 昨日，区政府召开《政
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部分党代表、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政府
工作报告》凝聚共识、集聚智慧。区委副书记、代区
长王牮参加。
会上，区政府办汇报《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内容和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主要内容。9 位来自
不同领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表示，
报告实事求是、亮点突出、鼓舞人心。随后，代表、委
员们各抒己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具体内容，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分别围绕优化教育医
疗资源、改善交通出行、提升城市配套、建设未来乡
村、扶持中小微企业、擦亮文化“金名片”、完善社会
服务等内容畅所欲言，对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和完
善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宝贵意见。
王牮认真倾听，
仔细记录，
对代表、委员们提出的
意见建议一一回应。王牮表示，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是
凝聚智慧力量的重要途径，
也是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
的重要举措。会后区政府会精心梳理、
充分吸收，
力求
政府工作报告符合余杭发展实际、顺应民生需求。要
清醒认识当前形势，
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谋蓝图、促
发展、
惠民生、
保平安，
以更加务实的作风、
更加有效的
举措，
全力以赴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余杭全力争创
全国科普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 朱筱 通讯员 王
黎娜） 昨日，在运溪高架路良睦路互
通工程（下称“良睦路互通”
）施工现
场，
工人们正在绑扎、焊接护栏钢筋。
良睦路互通位于良渚街道七贤
桥村南，起点为邑浪桥路，终点为规
划良睦路，作为简易互通式立交，可
实现快速系统与地面系统之间的交
通转换，主要服务于运溪高架路与
320 国道良渚段的交通转换。良睦
路互通为 2 对上下平行匝道，其中 B、
D 匝道为仓前方向上下匝道，计划要
在春节前开放。
作为余杭交通局“迎亚运”交通
保障项目，良睦路互通的建成将大大
改善良渚往返仓前方向交通状况。

思想再解放
编者按

解放思想永远在路上。思想解放的深度，
决定着改革的程度、创新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落实的效度。
区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要通过“六破六立”再来一次思想解放大讨论，进一步明形势、树标杆、拓思路、促发展，努力保持先进、争创一流。
各级各部门在聚焦全会精神抓好统一思想的同时，要重点以“六破六立”抓好解放思想，做到破立并举、以立为主，该“破”的斩钉截铁破，该“立”的旗帜
鲜明立，
在突破与变革中抢抓发展新机遇、提升发展新动能、实现发展新跨越。
为深入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
本报今起推出《
“六破六立”
思想再解放》栏目，
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对照
“六破六立”
，
在思想上
“破冰”
，
在行动上
“突
围”
，
进一步明确定位、
提升格局、
担当作为，
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余杭高质量可持续快发展，
奋力争当展示
“重要窗口”
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排头兵。

打破路径依赖 谱写发展新章

（记者 俞杰） 当前，全区各级各部
的理念，抓好项目投资比拼；
坚持
‘创新
门通过各种形式，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发展’
的思路，抓好改革攻坚突破；
坚持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再解放正成为余 ‘以人为本’的宗旨，抓好民生改善、共
杭人再蓄锐气再谋发展的全体共识和
同富裕；坚持‘站高看远’的格局，抓好
全员行动。
区域协同发展；坚持‘担当有为’的意
六破六立中排在首位的，就是破
识，抓好铁军先锋队伍建设，为奋力争
“经验主义、惯性思维”，立“改革攻坚、 当展示‘重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
勇立潮头”，推动思想认识高起点。观
的排头兵贡献更多力量。”区发改局党
照现实，叩击人心，既是对过去成绩的
委书记、局长郭云伟在采访中的表态，
总结和思考，更是对未来发展的警醒和
相信也是全区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共同
鞭策。
的心声。
如何打破路径依赖？区委全会报
“我们要往国家的重要的科技创新
告给出了方向方法，那就是要善于“无
的平台上去发力，把产学研各个方面的
中生有”挖掘潜在资源，善于“点石成
资源结合起来，从各个流程、各种数字
金”提升现有优势，善于“借势发力”巧
化手段、各种考核指标等方面来发力。”
用各方力量。全区上下在此指引下迅
区科技局局长周坚告诉记者，科技部门
速行动起来。
将通过深度创新、融合创新、颠覆式创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基调， 新来凝聚各方合力，推动我区科技创新
抓好经济高质量发展；
坚持
‘项目为王’ 迈上新台阶。

“我们不仅要坚持亩产论英雄，把
短板；
区委宣传部在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最好的地块供给最好的项目，也要在供
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工
楼方面作出自己的探索，使更多的企业
作重点，按照具体化、清单化、项目化的
能够在楼宇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以评效
要求，切实拿出前瞻性思路、开创性举
论英雄。”
在未来科技城，包括党工委委
措、引领性项目；区经信局提出要深化
员、招商局局长傅蓉在内，大家都清醒 “亩均论英雄”改革 3.0 版，探索“企业+
地认识到，必须准确把握发展面临的新
宗地”亩均评价新模式；仓前街道表示
形势、新局面，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
要以主城区的定位来思考自身，从交通
面，确保省级高新区创建成功，并向国
基建、城市配套等多个方面重新谋划、
家级高新区迈进。
重新布局，切实同城市有机更新行动相
思想的火花照亮前程。各级各部
结合……
门对照争当展示“重要窗口”和共同富
不为定势所困，不为成绩所累，不
裕示范区排头兵的新要求，联系实际， 为视野所限，不为艰难所惧，一个个新
层层发动，深入推进，纷纷展开思想碰
思路、新举措、新模式，一遍遍敲击“路
撞、查找问题。
径依赖”形成的思想瓶颈，让我们深切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在学习中提出， 地感受到全区上下在这场“思想再解
要适应变革重塑和
“奔跑赶考”
要求，从
放”热潮中的锐气，触摸到余杭新一轮
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工作作风、克难攻
高质量发展的脉搏。
坚、创新求实等方面全方位找差距、补

民艺精粹荟聚余杭“山花”
绽放文明圣地
>>>详见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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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时，建议您抓稳扶好，注意不要低头玩手机，千万
注意脚下安全。
《规则》第十条：乘坐地铁时应先下后上，排队候
车。车厢拥挤时背包向前，文明礼让。老、弱、病、残、
孕及怀抱婴幼儿的乘客，
优先入座照顾专用座位。
《规则》第二十一条：
在车站或列车内发现周边乘
客有晕倒、抽搐等突发情况时，鼓励乘客间开展互助，
同时主动、及时联系工作人员，并视情况拨打 120 急
救电话。鼓励具备急救技能的乘客对急危重患者实
施紧急现场救护。救助人因使用自动体外除颤器等
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依法不承
担民事责任。
（来源：
杭州发布）

今天上午多云到阴，
下午到夜里阴有时有小雨，
山区有小雨夹雪或雪，
偏北风 3~4 级，
气温-1℃~8℃。

本报讯 （记者 陈坚） 昨天，我区召开创建全国
科普示范区工作动员部署会，要求抓基础，强引领，
促提升，全力争创全国科普示范区。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朱红丹，区委常委、副区长顾国煜参加。
会议对《余杭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实施方案》
作了详细解读。就加强党委政府对科学素质建设的
领导，增强基层科普服务能力，提高重点人群科学素
质，优化科普工作的社会环境等重点工作作了具体
部署，制定涵盖 52 个考核项目的任务分解表，列出 16
项重点工作和时间安排。区农业农村局、区教育局、
仓前街道、鸬鸟镇作表态发言。
朱红丹指出，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区，有利于集中
展示余杭“创新”
“ 文化”两张金名片，有利于夯实全
民科技创新的土壤，有利于在“精神富裕”
“ 产业导
入”两个方面破题，是奋力展示“重要窗口”和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排头兵的生动实践。各部门各镇街一定
要坚定创建工作的信心决心，倒排计划，精心组织，
压实责任，努力在补强短板、形成合力、注重特色、总
结提炼等方面下足功夫，切实以良好的精神状态、积
极投身到高质量创建示范区的具体行动当中。
2021 年 11 月，中国科协公布 2021—2025 第二批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创建单位名单，作为全省 15
个创建单位之一，余杭区榜上有名。整个创建工作
需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苕溪时评
永恒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
○俞

杰

近年来，余杭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骄人业绩，在中
央和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区委、区政府基
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在探索、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最终形成契合
余杭发展实际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内外环境形
势、经济发展阶段、面临风险挑战等发生变化，既往
赖以成功的经验，因为主客观环境的变化，未必还能
用得上，
甚至成为
“绊脚石”
带来负面影响。
比如，从产业平台向都市新中心转变，以往无论
是规划理念、建设方式和管理思路，都无法再持续下
去；再如，过去双招双引习惯于通过出台优惠政策，
但现在企业和人才越来越看重公共服务等软环境，
如果依然沿用既往经验抓发展、抓建设，就如同“刻
舟求剑”
之举。
让我们持续深入开展思想再解放，自觉摒弃经
验主义、惯性思维的“路径依赖”，告别“老路”寻求
“新路”，努力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保持清醒，在百舸
争流的大潮中大显身手，不辱使命、不负众望，纵深
推进“创新余杭、品质之区、文明圣地”建设，不断开
辟余杭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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