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阅书吧
虫洞创意空间地址：莫干山路3111号梦栖小镇南门口

（记者 吴一静 通讯员 王

晓玲）在梦栖小镇设计中心，

有一栋掩映在绿树中的纯白色

小屋。走进拱门，一排排带有

拱洞的片墙，营造出一种无限

延伸的感觉，像是一个充满了

叙事感的圣殿。这里就是余阅

书吧·虫洞创意空间。

让人意外的是，虫洞创意

空间是新华书店与良渚良造工

业设计品商店的结合，是新华

书店这一传统书店品牌向艺术

类设计类空间转型的重要一

步。门店自经营之日起，就秉

承“服务大众阅读”的核心理

念，以“精品阅读、精品服务”为

发展方向，为读者提供舒适阅

读空间、丰富全面的图书类目

和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包括图

书借阅、教育公开课、读书分享

会、艺术手工等。

550平方米的虫洞创意空

间，陈列超2万册图书，在满足

了书籍集中陈列要求的同时，

也为工业艺术品的售卖、艺术

展览，活动剧场等临时性活动

的预留了空间。

余杭区图书馆精选优质书

籍投放在余阅书吧，打通杭州

市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服务，

读者在余阅书吧虫洞创意空间

即可借阅图书也可购买图书，

实现一站式服务。

“新华书店是历史悠久的

老店，我们希望以这样的尝试

来吸引新的读者。通过打造文

化客厅、思想交流的场所，同时

将时尚艺术植入其间，为读者

提供精神的盛宴，目前，我们年

服务读者超过20万人次。”虫洞

创意空间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继续坚持续坚持““服务大众阅读服务大众阅读””的方的方

向向，，不断融合时代精神和创新不断融合时代精神和创新

服务方式服务方式，，为更多的读者提供为更多的读者提供

优质阅读服务优质阅读服务。。

绿树掩映下的虫洞创意空间
从阅读到展览 一站式满足读者多元化需求“余阅”公共阅读空间

是集阅读、展示、活动等多
元功能于一体的公共阅读
空间，可以遍布在文体场
馆、民宿、旅游景点、咖啡
店、地铁站、写字楼、社区、
工业园区等公共文化、教育
学习场所。余杭区计划到
2023 年打造 70- 100 个
“余阅”公共阅读空间，实现
镇街全覆盖，构建形成匹配
“一廊一轴、一心三片”空间
发展格局的新型阅读空间
布局，促进全民阅读，推进
书香余杭建设。

去年，我区确定了 12
个“余阅”公共阅读空间（余
阅书吧）建设选址。同时，2
个“杭州书房”、6个“余杭
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也
被纳入到“余阅”公共阅读
空间建设。年底前，20个
有特色、有品位的“余阅”公
共阅读空间已经向公众开
放，实现公共阅读服务到基
层，让广大市民读者体验触
手可及的优质阅读服务。
今起，本报联合余杭区图书
馆，为大家一一介绍这些各
有特色，别具趣味的“余阅”
公共阅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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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余文）区农技

推广中心日前组织举办了第四届余

杭好稻米评比活动，12家单位推送

的24个稻米品种参赛。

当天，在仁和街道益民农业生

产服务专业合作社，米饭飘香。来

自中国水稻研究所、省市农技推广

中心的专家及大众评委对大米形

态、米饭外观、米饭气味、米饭品质

依次打分。最终，满元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嘉禾香 1号”、科信种业

有限公司的“嘉诚优 1253”、诚凯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软香 2
号”、益民农业生产服务专业合作社

的“嘉禾香 1号”、瓶窑镇罗欢家庭

农场的“浙禾香1号”、良加米业有限

公司的“软香2号”获余杭好稻米奖。

与往年相比，今年参赛的优质

晚粳稻品种较多，加工后外观品相

更好，食用的口感品质也更胜一筹。

这是我区连续第四年开展好稻

米评比，有效促进了本地稻米品牌

的宣传、推广和销售。近年来，我区

积极引进示范推广优质稻品种，在

域内多地建设优质稻产加销一体化

加工中心，大力推动优质稻全产业

链生产和发展，大幅提高种粮经济

效益，让更多人吃上余杭好大米。

余杭好稻米 香飘千万家
我区开展第四届余杭好稻米评比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高瑶瑶 通讯

员 陆萍）近日，杭州市司法行政系

统法治惠民服务月线上“开放日”系

列直播活动走进仓前街道向往经济

体“楼宇法窗”服务站。

“楼宇法窗”服务站由区司法局

仓前司法所打造，通过精准匹配律

师资源，构建经济体内的法律服务

点，确保创客们的创业之旅全程有

法治保障，“益心助企”调解工作室、

“娜姐”工作室让涉企矛盾纠纷实现

“一受理即响应”。仓前司法所还联

合未来骑士驿站，将法治公益学习、

宣传活动纳入骑士驿站积分管理系

统，积分叠加可兑换礼品。

截至目前，“楼宇法窗”法律服

务实体平台已辐射 37个园区、231
幢楼宇、14000余家企业。

司法开放日活动走进仓前“楼宇法窗”

本报讯（记者 金晓榕）“培训

干货满满，我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

法’，今后遇到突发情况就能派上用

处了。”近日，良渚文化村村民徐阿

姨在良渚未来社区博爱家园培训基

地初步掌握了正确有效的心肺复苏

手法后，心里踏实多了。

据悉，良渚文化村社区于 2019
年启动未来社区试点工作，积极打

造国际化未来社区示范样板。结合

未来社区健康场景，良渚街道红十

字会积极打造博爱家园良渚样板，

在街道市民客厅设置红十字宣传展

示区、应急救护培训教室、心理辅导

室、数字驾驶舱等，并在良渚文化艺

术中心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配备

AED机。自筹建以来，已开展应急

救护、逃生避险等多场知识培训。

“目前我们已挂牌成立陈玉晶

名师工作室，招募培训了一批急救

侠，成立了一支全天候的红十字救

护员志愿队，全力构建起‘四位一

体’的急救网络。”良渚街道红十字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希望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将博爱精

神渗透到良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用一点一滴的努力画出良渚未来社

区的幸福模样。

良渚街道红十字会：

打造博爱家园良渚样板

点亮城市 灯阅阅
读读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 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通 告
东湖街道小林集镇综合整治项目涉及本次回

迁安置的各回迁安置户：
临平区东湖街道小林集镇综合整治项目涉及

调产安置的安置房分配工作即将进入分房摇号阶

段，现将分房摇号事项通知如下：

一、分房摇号时间：2022年 1月 18日上午 8点
30分

二、分房摇号地点：顺风路 180号（万陈花苑东

门对面）

三、注意事项:
1、摇号当天签到时间为早上7点40分，请各安

置户代表提前到达现场签到并领取摇号资格证等，

正式摇号于上午8点30分准时开始。

2、产权人本人参加分房摇号的，请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分房摇号通知书（如为共有产权的，参加

摇号当事人需携带共有产权人的授权委托书）。非

本人参加的，请携带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

份证原件，并携带由社区盖章证明、委托人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

3、安置户如有迟到者，经公证处叫号三次后仍

未到场的，顺延至本轮最末号，再有迟到者依次类

推。若本轮摇号完毕后，安置户仍未到场或到场后

不上台摇号，依据摇号规则，由公证处代为摇出安

置房源，摇号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4、因疫情防控因素，摇号时请每户派 1-2名代

表入场参加摇号且参加摇号当事人需符合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如因谎报、瞒报等造成不良后果的将

依法追究当事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

2022年1月14日

浙江余杭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上半年招聘启事
浙江余杭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批准设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因业务发展

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下人才：

一、招聘岗位
综合柜员、客户经理若干名

二、招聘要求
（一）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1.年龄在30周岁以下（1992年1月1日后出生）；

2.身体健康；3.无不良行为；4.户口所在地为杭州市范

围（或父母、本人在杭州市有房产权证），或余杭区、临

平区邻近县（海宁、桐乡、德清、安吉）；5.工作安排：从

事支行工作。

（二）全日制专科学历

1.经济、金融、财会、农业、计算机、市场营销及其

相关专业优先；2.专科学历的年龄在 28周岁以下

（1994年 1月 1日后出生）；3.身体健康；4.无不良行

为；5.户口所在地为杭州市范围（或父母、本人在杭州

市有房产权证），或余杭区、临平区邻近县（海宁、桐

乡、德清、安吉）；6.工作安排：从事支行工作。

（三）其他

报名客户经理岗位的，在入行后从事综合柜员工

作不少于3个月，通过转岗考核后即可转岗客户经理。

三、招录程序
1.资料初审；2.面试；3.家访；4.体检；5.实习；6.

培训；7.培训合格后与本行签订劳动合同。

四、薪酬待遇和职位发展
浙江余杭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充分发

挥一级法人的优势，结合当地同业竞争和自身业务发

展的需要，为员工提供在当地有竞争力的薪酬及福利

待遇，并通过若干年努力，形成覆盖余杭、临平的金融

服务网络，将为有志于农村金融事业的各路人才提供

广阔的职位发展空间。

五、报名有关事项
本次报名采用现场报名和快递报名2种形式。现

场报名须提交户口簿、身份证、一寸免冠照片1张、学历

证书（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登录学信网自行打印）、资格证书及其他证

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至余杭德商村镇银行三楼办公

室（地址：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东湖南路59号）。

应聘报名表下载方式：1.登录德商村镇银行网站

http://www.dsczbank.com，人才招聘—浙江余杭德商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招聘启事，下拉

至文末下载。2.搜索关注“余杭德商村镇银行”微信

公众号，查找最新招聘启事推送下载。

快递报名须将报名表、上述报名资料复印件快递

至余杭德商村镇银行办公室收。

报名时间（快递截止时间）：从 2022年 1月 11日
至2022年2月16日止。

工作日上午8:00-11:30，下午13:30-17:00。
咨询电话：0571-89028585、15158033869联系人：

张女士

六、注意事项
（一）应聘者应对申请资料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如

与事实不符，将取消应聘资格。

（二）本次招聘面试、体检等相关信息，均通过电

话正式通知，请确保提交的手机号码有效无误并及时

关注，未被录用人员的材料代为保密，恕不退还。

浙江余杭德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余杭晨报微信

分类广告
微信办理扫一扫

遗 失 邵 惠 芳 就 业 创 业 证 ， 号 码 为

3301100017062398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今日丝绒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浙江杭州余

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金证一本，股金

证号为 609782，股权账号为 701000004654286，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迅达包装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正副本，号码为 330125200910210101，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交通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建设

用地批准书，批准文号为余杭市（县）【A2019】
余政地字第019号，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通 告
杭州未来科技城 138号地块，位于仓前街道，

四至范围是：东至万金路;南至水乡北路;西至文良

路；北至第四小学南侧道路。现经政府批准，该地

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

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22年 1月 20日
前到梦想小镇天使村 10号楼B幢 3楼规划建设局

登记，逾期未来联系，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今后

若在地块开发建设中因管线不明造成损失的，由该

管线产权单位全权承担。

联系人：徐军苗

联系电话：88607785
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2022年1月14日

关于网络优化升级、割接
公告事宜

尊敬的电信客户：

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络性能及配合市政建

设，我公司将进行网络优化升级及割接，期间可

能会影响您的业务使用与体验，具体影响时间

及范围如下：1月16日0-6点良渚街道，18日0-
6点良渚街道部分电信用户。由此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客户经理

或拔打客服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区分公司

2022年1月14日

通 告
东湖街道屯里等社区涉及本次回迁安置的各

回迁安置户：
临平区东湖街道屯里等社区安置房分配工作

即将进入分房摇号到户阶段，现将分房摇号事项通

知如下：

一、分房摇号时间：2022年 1月 18日上午 8点
30分

二、分房摇号地点：顺风路 180号（万陈花苑东

门对面）

三、注意事项:
1、摇号当天签到时间为早上7点40分，请各安

置户代表提前到达现场签到并领取户主牌等，正式

摇号于上午8点30分准时开始。

2、户主本人参加分房摇号的，请携带本人身份

证原件、分房摇号通知书，并视作已得到户内安置

人员的同意与授权。非本人参加的，请携带受托人

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并携带由社区盖

章证明、委托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未成年人不得

作为被委托人参与本次分房摇号。

3、安置户如有迟到者，经公证处叫号三次后仍

未到场的，顺延至本轮最末号，再有迟到者依次类

推。若本轮摇号完毕后，安置户仍未到场或到场后

不上台摇号，依据摇号规则，由公证处代为摇出安

置房源，摇号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4、因疫情防控因素，摇号时请每户派 1-2名代

表入场参加摇号且参加摇号当事人需符合疫情防

控相关要求，如因谎报、瞒报等造成不良后果的将

依法追究当事人的相关法律责任。

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

2022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