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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萧山志”正式发布 全国首家
我区现代化方志数字系统进入新时代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钟丽佳

本报讯 近日，“掌上萧山志”正式在区
志办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萧山史志”上线
了。这也就意味着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地
方通过电脑或手机检索到历代萧山志书中
的人、事、物，进行跨文本、全文本阅读、检
索和使用。

“目前，首期上线的内容包括《萧山县
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本）和《萧山市志》，
分别是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官修志
书的代表作，可以说涵盖了萧山8000年
的历史与文化、社会发展与生活巨变。”区
志办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掌上萧山志”也
是全国首个地方志数字检索查阅平台。

对各种数据、文字、图像、声音等地情
信息资料进行加工、处理，逐步建成各种
数据库，进而打造地方志信息资源数字
化、信息传递网络化、信息利用共享化的
现代化方志数字系统，这是近年来萧山史
志人一直在做的一件事。2017 年底，我
区已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掌上萧山年鉴”，
用微信扫描小程序码、二维码，或登录“萧
山史志”微信公众号，或在小程序页面搜
索“掌上萧山年鉴”，均可实现目录导航、
关键词全文检索、页面浏览、文本复制四
大功能。目前，《萧山年鉴（2018）》掌上年
鉴也已和纸质书同步发行。

掌上志鉴平台的开通，既方便了读者
浏览、阅读、检索、复制等，也适应现代人碎

片化、快速化的阅读习惯，可以更好地发挥
年鉴、志书作为工具书的功能。同时在数
据保存上也更加安全。“我们会定期对平台
进行安全测评，同时也有应急响应预案，把
数据保存在云端，避免保存介质损毁带来
的信息丢失。”区志办相关工作人员说。

区志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首
先要做的是把1987版《萧山县志》、明清
《萧山县志》纳入掌上志，以进一步扩大和
深化掌上志鉴的核心数据库。“在核心数
据库建成后，我们也将扩大到涵盖其他志
书、地方文献的大地方萧山文献信息地理
数据库，实现更广大时空概念的掌上志
鉴，为萧山历史文化的传承插上大数据的
翅膀。”

聚焦文明城事
示范路打造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吴灿飞

本报讯 日前，有市民反映，市心路沿
线地铁潘水站附近的P+R停车场中非机
动车停放点利用率不高，鲜有市民“光
顾”。原本是因为市心路打造文明示范路
而推行的便民举措，为何发挥不了作用？

近日，区文明办联合区城管局、交警大
队、城投公司、市政园林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对市心路创建“文明示范路”再次进行联合
巡查，从上述问题入手，对目前创建过程中
存在的非机动车乱停放、行人乱穿马路等重
点问题查找原因、商讨对策。

联合巡查组一行来到地铁潘水站附近
的P+R停车场，只见现场少有非机动车停
放，利用率并不高。据附近市民说，自从非
机动车疏导点设立以来，来这里停车的人并

不多，“这里是生态停车场，地面坑坑洼洼，
非机动车很难停放。”路过的吴先生说道。

针对上述问题，大家现场说开了。区
城投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设停车场的时
候，考虑的是解决下雨天不积水，也确实
没有考虑到要为非机动车划一块区域，后
续的话可以采取地面硬化来解决。”区城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会进一步培养引导
市民前往上述区域停放，提高非机动车停
放率。

一路走，一路看，发现的问题还真不
少。在巡查中，大家还发现市民乱穿绿化
隔离带现象非常严重，适逢上班高峰期，不
时有市民跨越隔离带去马路对面乘地铁，
不少绿化隔离带中间被走出了一条“小
路”。对此，区市政园林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加大对绿化带的补种。另外，交警大队

也表示，会加强市心路沿线行人横穿马路
的处罚力度，对乱穿绿化隔离带的行人加
大处罚频次。

继续往南走，在地铁曹家桥站，非机动
车隔离带处的红白隔离柱十分惹人注意。
对此，联合巡查组人员一致认为，需要把其
换成花盆等“软性”隔离带，这样既美化环
境，又与城市环境融为一体。

“接下来，沿着市心路，我们还将继续
开展此类联合巡查，目的就是联合各个部
门，集中力量提升市心路城市形象，使其成
为一条全区的标杆样板文明路。”区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说。

联合巡查聚焦问题 文明路打造实打实

■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蓝浩

本报讯 掌上办事、全程监管、一
网受理、全程“零跑”。目前,区环保
局打造的全新智慧环保运行模式受
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媒
体关注报道后，今年1月11日上午又
登上了央视的《新闻直播间》，引发热
议，受到了全国关注。

环境保护，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
益。据悉，我区工业企业众多，环保
监管企业上万家，重点监管企业
1000余家，监管工作点多、面广、线
长，而环保执法力量相对薄弱，存在

“小马拉大车”的情况，仅仅依靠群众
举报和执法人员随机检查、专项检
查，无法杜绝环境违法行为。

为此，我区环保局紧紧围绕绿色
发展、环保为民的理念，创新监管方
式，打造以区信息资源服务平台为依
托，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技术
支撑，完成整合环境统计、排污申报、
刷卡排污等18套环保系统27个项
目，投入运行废水、废气、固废、放射
源、空气质量五大在线智慧监测系
统，实现环保监管全覆盖。

“智慧环保不是一时之事，而是
一场持久战。”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区环保局将将继续完善

“环保一张图”，真正形成集废水、废
气、固废、放射源、空气质量五大在线
监测系统为一体的监控平台，成为环
保监管领域的“全能冠军”，助力“绿
色萧山”建设。

萧山“智慧环保”模式上央媒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 昨日是腊八节，萧山各地以不
同形式度过这一传统节日，感受浓浓年味。

1月12日，“浓情腊八 粥香满城”瓜沥
镇第四届腊八赠粥暨“沥公益”党建联盟十
大志愿项目在瓜沥文体中心广场举行。
100多家爱心单位、300余名志愿者参加活
动。启动仪式上，该镇为“沥公益”党建联
盟十大志愿项目启动授旗，并为腊八爱心
企业和个人代表颁奖。市志愿者协会副秘
书长余刚和大家分享了志愿心得，萧韵公
益小天使们演绎了腊八诗歌。启动仪式结
束后，10万份精心熬制的腊八粥被分批送
往瓜沥周边镇街、萧山城区、滨江及杭州主
城区等多地。瓜沥镇还设置了6个派粥点
为市民现场派粥，志愿者分组前往瓜沥镇
敬老院、康复中心、学校、城管、环卫、交警

等处赠送。
1月13日，戴村镇大石盖村首届年俗

节在大石盖村文化礼堂拉开帷幕。一锅一
锅的蒸糕、团子、点心飘出的热气，让整个
年俗节的年味浓郁了起来。“我们这次一共
准备了100斤米做蒸糕、1000斤米做年糕、
350斤米做点心。”丁阿姨说，这次来帮忙
的人大多是大石盖村的，也有不少旁边村
子里的人来帮忙。“这些炉子都是我们从
各家各户搬过来放在院子里的，大家聚在
一起更有过年的味道。”戴村镇老年书画
协会的十多名会员一字排开，挥洒笔墨，为
居民、游客免费写“福”字和春联。“我们12
点半就开始写了，写完刚挂在后面就被拿
走了。”杨家友说，不到1个小时自己已经
写了一百多个“福”字了。除了包点心、印
花糕、打年糕、写春联，这次大石盖村首届
年俗节还准备了杀年猪、非遗展、文艺演出

等体验活动，吸引了近1000名居民、游客
前来体验。

1月13日，红山农场同舟、同心、同德
三社区一如既往公益派送腊八粥，为居民
送上节日祝福。在同舟社区，社工们早早
从寺庙取来8桶腊八粥，分别在4个居民
点，向社区居民及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环卫站、警务站等单位的职工派
送腊八粥。在同心社区北区、南区4个居民
点，早上6点腊八粥就冒着腾腾热气，吸引
了很多社区居民。据悉，前一天，社区在
QQ群、微信群通知腊八粥发放地点，宣传
腊八节文化知识。在同德社区，设在原四
分场、五分场两处的宣传窗口，将一碗碗热
腾腾的腊八粥送到社区群众手中。社区还
安排专人将腊八粥送到辖区内80岁以上老
年家里，让老人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传统
节日的温暖。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徐锋

本报讯 2018 年，我区残疾人
竞技体育屡传捷报。雅加达亚残
运会首日，萧山运动员徐海蛟为浙
江摘得首金，在SM8级200米混合
泳比赛中，他以 2 分 20 秒 19 的成
绩获得冠军，并破亚州记录。第一
次参加亚残运会的他，在男子 S8
级 400 米自由泳、SB8 级 100 米蛙
泳等7个个人项目及3项接力项目
比赛中斩获 6金 3银，创下我区运
动员在历届亚残运会上个人最好
成绩。在雅加达亚残运会男子坐
式排球比赛中，以我区运动员周灿
明等为主力的中国坐式排球队斩
获一枚银牌。

此外，我区还有 8位运动员参
加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全国残
疾人田径锦标赛、全国残疾人赛艇
皮划艇锦标赛等国家级比赛，共获
12金 8银3铜；11位运动员参加浙
江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获10

金 5银 4铜；我区代表队参加杭州
市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以36枚金
26枚银30枚铜、534分的成绩蝉联
团体总分第一。

一直以来，我区十分重视残疾人
竞技体育工作。去年，在区第十八届
运动会残疾人部体育比赛中，来自各
镇街近百位残疾人选手参加了兵乓
球、游泳、100米、200米、800米、跳
远、跳高、铅球、铁饼等比赛项目。

发现残疾人体育苗子和向上输
送优秀后备人才，也是我区残疾人竞
技体育工作的重点。周灿明12岁那
年，区残联推荐他加入萧山体育馆组
建的男子坐式排球队，让他走上了竞
技体育的道路。

“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更重要
的是从心理和生理上提高他们的社
会适应能力，从而促进其融入社会，
提高生活质量。”区残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我区将努力为残疾人
竞技体育活动提供更多的平台和保
障。

萧山残疾人竞技捷报频传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孙燕

本报讯 为有效开展全区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提升普查工作效率，近
日，我区举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非
一套表单位线上视频业务培训，来自
全区一定规模以上的非一套表企业财
务人员，各级经普办业务人员等近
4000人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就非一套表法人（产
业）单位普查表、普查有关重点经济
指标填报、各会计科目基础数据计算

汇总表等内容进行解释和说明，并下
发了相关资料。

“培训首次采用线上视频会议和
钉钉软件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提
高了培训效率，还有效扩大了受训
面。”区统计局负责人介绍，通过此次
培训，将有利于正式开展上门普查登
记工作。

据了解，此次普查登记时间为
2019年1-4月，届时佩戴普查员证
或普查指导员证的普查人员将进入
全区各类二三产单位进行现场登记。

我区举行第四次经济普查业务培训

腊八节 浓浓年味扑面来

包团子是村民们的拿手活 通讯员 郑剑平 摄

机器人小镇获杭州唯一“国字号”大奖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戴少青 孙佳娣

本报讯 日前，从2019年中国机
器人行业年会传来喜讯，萧山机器人
小镇获2018年中国机器人十大产业
园，也是杭州唯一一个入选的产业
园。

据了解，2019年中国机器人行
业年会以“推进机器人产业创新与协
作共融”为主题，邀请各领域行业知
名大咖，重温2018年行业热点、展望
2019年行业趋势，围绕科技创新、国
家及政府政策导向及资本青睐方向
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报告与讨论。此

次榜单由立德研究院智库平台提供
数据支持，仔细梳理了2018年行业
发展情况，并通过中国机器人行业年
会专家评委会推选评定。

萧山机器人小镇自成立以来，凭
借以工业机器人为主，兼顾发展服务
机器人和机器人零部件，打造全产业
链特色的优势获得2018年中国机器
人十大产业园的荣誉称号。萧山机
器人小镇此次荣获2018年中国机器
人十大产业园，向浙江省乃至全国的
标杆特色小镇迈进了一步，小镇将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努力成为开发区
转型升级的新“引擎”，萧山城市的新

“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