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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政事

各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助推我区科技创

新，充分发挥院士专家等高端智力的支撑作用，促进产学研
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发展创新人才，不断增
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经研究决定，面向全区公开征集
2019年度杭州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申报单位。现就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型
1、院士工作站。申报单位须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签有建站共建协议，并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的可申
请设立院士工作站。

2、专家工作站。申报单位（仅限于企业）须与柔性引进
的高层次专家（注：须达到杭州市委[2015]2号和萧山区委
[2015]8号文件规定的A类或B类专家标准，以下简称“专
家”）签有建站共建协议，并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的可申请
设立专家工作站。

二、申报条件（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报单位须在萧山区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生产

经营状况良好，能为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进站工作提供

必要的科研、生活及其它后勤保障条件；
2.申报单位与相关领域1名及以上院士（专家）签有工

作站共建协议，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3.申报单位与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签有明确的科

技项目合作协议（合同）；
4.申报单位本身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建有专门的研

发机构，拥有水平较高、结构合理的研发团队；
5.申报单位与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合作方向应符

合我区产业政策导向。
三、联系方式
1、有关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政策文件，可登录萧山区

科协网站院士专家工作站栏目查阅，网址：http://kx.
xiaoshan.gov.cn/。

2、有意向申报院士工作站或专家工作站的单位，可与
区科协办公室联系，联系人：小沈，联系电话：82898680，传
真：82898677，邮箱：371857960@qq.com，欢迎符合条件
的企事业单位踊跃申报。

杭州市萧山区科学技术协会
2019年2月20日

关于公开征集2019年度杭州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申报单位的通知

检测项目

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出厂水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未检出

1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15

<5

<5

浑浊度
（NTU）

≤1

0.09

0.24

臭和味
（级）

无异臭、
异味

0

0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1.01

1.15

游离余氯
（mg/L）

出厂水：≥0.3
管网水：≥0.05

0.67

0.32

以上数据由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分公司提供。

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2019年2月

水质公告

为营造文明城市创建人人有责的氛
围，进一步形成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根据《关于进一步调整镇街（平台）
公共文明程度指数暨“最清洁城乡”工程
竞赛活动办法的通知》，区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服务中心拟招聘60名萧山区公共
文明程度文明观察员，现将有关事项公
布如下：

一、招聘范围
萧山区常住居民（萧山户籍）。
二、招聘条件

1、年龄在 20周岁以上，50周岁以
下，男女不限。

2、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热心公益事业。
3、工作认真负责，能利用业余时间

履行文明监督、检查职责。
4、有一定的拍照、文字处理能力。
三、职责和义务
1、根据《关于进一步调整镇街

（平台）公共文明程度指数暨“最清洁
城乡”工程竞赛活动办法的通知》等
文件精神，参与我区公共文明程度监

督、检查。
2、了解、收集社会公众对我区公共

文明程度及市民素质的意见和建议，并
及时向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
反映。

3、积极参加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服务中心召集的文明观察员工作会议
以及组织的相关活动，认真履行监督
职责。

4、遵纪守法，遵章守规，维护自身良
好形象。

四、录用和管理
在报名人员中按条件择优选录，一经

录用，发给萧山区“文明观察员”聘书，由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统一组织
业务培训后开展工作，履行职责。

五、报名办法
有意者请用微信扫一扫“文明萧山二

维码”，添加关注进行报名，具体报名方法
见微信公众号。

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地址：
区行政中心 3105 办公室，联系电话

82898657。
欢迎广大市民踊跃报名参加！
萧山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

2019年2月22日

关于招聘萧山区公共文明程度观察员的启事

■通讯员梅林 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新的一学期已经到来，学校
的餐桌安全牵动着家长们的心。自22日
起，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春季开学期间餐饮
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对全区学校
食堂（包括大学、高职高专、中学、小学、托

幼机构等）、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学校
周边餐饮店等进行一次普查。

学校的肉制品、粮油、乳制品
要做到百分百可溯源

22日，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首先来
到开发区，对宁围小学和宁围初中两所学
校食堂进行了“突击检查”。执法人员一
行先后检查了食堂厨房的粗加工间、烹调
间、备餐间、仓库等，对餐用具清洗消毒、
食品储存、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重点环
节逐一进行检查，核实进货渠道、票据留
存、从业人员管理情况等重要信息。“肉制

品、粮油、乳制品的索证索票拿给我们看
一下。”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这些食品要求
每批次都做好索证索票登记，达到100%
可溯源要求。食堂工作人员表示，在进货
时，校方认真做好进货查验工作，确保食
品原料不存在变质等情况，并如实记录。

对食品留样又有什么要求？执法人
员说，每一个菜都必须留样放到专用冰箱
里，且每一份的分量大于125g，保留时间
为48小时。“食品仓库的原料都是新进的
吗？一定要留意保质期，及时清理临保原
料。”在检查学校食堂原料仓库时，执法人
员不时询问情况，并现场提出整改意见。

“你们要慎重使用虾等易过敏食材；
严格把关原材料，查验供货公司资质，及
时索证索票。同时，要加强对诺如病毒等
传染病的科普宣传。”为防止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执法人员再一次作出了提醒。

将对400余家单位开展检查

春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为此检
测人员以随机采样的方式，在每个学校食
堂的保洁柜现场采集样品，涉及餐盘、碗、
勺子等餐饮用具。抽检目的主要是检测
餐饮用具上的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相关
指标是否合格，督促学校对学生餐具进行

严格消毒，防止细菌和病毒感染。
此外，执法人员还重点抽检了食堂使

用量大的食品原料如蔬菜、大米、食用油
等，对样品的农药残留、重金属、非法添加
物等指标进行检测。这些样品将全部交
由专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定量检测，
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向公众公示。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局将针对全区
400余所学校食堂（含幼托机构）及校园周
边餐饮店，开展专项监督抽查工作，加强
对学校(含托幼机构)、学生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食品安全的指导和监管，切实保障广
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早春茶，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明前茶”，因为受虫害侵扰少，芽叶鲜
嫩、味醇形美，称得上是茶中佳品。眼看
马上就要到明前茶的采摘季，连续的阴
雨天气对茶叶的影响大吗？今年春茶何
时能开采？

这几天，经营着百亩茶园的倪立权
的手机微信响不停，很多都是来咨询新
茶上市信息的。昨天，趁着难得的晴天，
倪立权一早就到山上茶园去看茶叶的生
长情况了。

倪立权的“寺坞岭云雾”，种植在平
均海拔500米以上的寺坞岭山上，终年
云雾缭绕，昼夜温差大，采摘时间比平原
茶叶要稍晚一些。“目前还没有萌芽。”倪

立权说，“春茶生长的关键期是发芽前
后，现在的天气对春茶影响不是很大。”

从去年12月以来，阴雨天气不断，
是否会影响茶叶的品质？倪立权说，山
区茶园因有地势因素，会自然排水，连续
下雨也不会影响茶树的根系，但日照少，
或许会对茶叶的香气有影响。

茶叶专家解释，阴雨天气，有利于鲜
叶营养成分的积累，对茶叶品质是利
好。但茶农的采摘效率会受天气影响降
低；在加工环节，鲜叶摊青控水的处理也
会比较麻烦，但只要控制好鲜叶水分，对
春茶的品质是不会有影响的。

“到目前为止，今年天气总体来说还
比较平稳，茶叶生长正常。”区农业农村
局茶叶专家蒋炳芳表示，萧山茶叶以龙
井43或鸠坑种等晚熟品种为主，目前都

还没有萌芽，关键是要看3月中下旬的
天气，如果到时不出现“倒春寒”，春茶品
质还是比较稳定的。

“由于我们是高山，相对于平原地区
会晚一周采摘，龙井43号预计3月15日
左右开采。”倪立权说，寺坞岭高山茶的
头一茬春茶价格在每公斤2000元左右，
后续采摘的会相对便宜一些。

萧山知名的三清茶又何时可以采摘
呢？“由于连续下雨气温偏低，新年春茶
预计要推迟，具体日期现在还没法预测，
要根据今后天气和温度决定三清茶生长
情况，才能确定采摘时间。”负责人沈吾
娟表示，对三清茶来说，明前三清茶口感
较淡，清明后谷雨前多的三清茶经过光
照和雨水的滋润，香气更为清高，口感更
为醇厚，受到有经验的爱茶人士青睐。

■记者金建武通讯员俞秀春

本报讯 杭州空港经济区去年主要经
济指标实现两位数增长，今年将聚焦“五
力”攻坚，继续推进和深化港产城融合发
展，为实现萧山经济发展作出新贡献。

新的一年，杭州空港经济区仍将坚持
建设全国一流航空都市区这一目标，实施
城市提质和产业提升两大战略，实现国际
商务区、沿江核心区和智慧物流区的联动
发展。实施建设四个“100万”，即机场扩
建超100万平方米，打造浙江省最重要交
通枢纽；产业平台超100万平方米，培育
10大临空产业承载空间；城市开发超100
万平方米，实现城市机场向机场城市转
变；公建配套安置建设超100万平方米，
建设宜居宜业航空都市区。

杭州空港经济区2019年全口径力争
完成以下目标：GDP400亿元以上，同比
增长11%；实现财政总收入50亿元以上，
同比增长15%；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10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4%等。为实
现这些目标，杭州空港将聚焦“五力”攻
坚，即发展增实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引
擎；融合强合力，打造城市建设新形态；
平台增活力，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空间
挖潜力，打破要素破解新局面；服务提能
力，打造营商环境新环境。突出杭州红山
生物产业园，空港光电产业园和空港小镇
为重点的临空高新产业带建设，加快形成
高新产业和数字经济集聚；以圆通速递超
级机器人分拨中心和“顺丰同城”建设为
样板，推动辖区物流业快递分拨、集疏运
模式数字化转型；以杰牌4.0智能工厂为
引领，逐步分类推进辖区传统制造业智能
工厂建设，实现传统制造业技术、产业、
模式和产品的创新。管委会和企业客商
成为“一家人”，做到平时多联系，信息多
交流，遇事多商量，干部员工提升本领，
转变职能，深化扶持，当好企业的信息
员、代办员、协调员。

开学季 我区普查学校餐饮食品安全

连续阴雨日照减少 今年春茶要“迟到”

23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萧山花边和珠绣艺术展在江寺民俗文化园开展，200
余件精品让市民大饱眼福。据悉，该展览将持续到3月19日。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花边和珠绣艺术展

杭州空港经济区聚焦“五力”攻坚谋发展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目前，学校开学、企业开工，
人群聚集的活动陆续开展，为呼吸道疾病
和肠道传染病提供了条件。为此，区疾控
中心专家提醒：要多通风，提前做好春季
聚集性疾病的预防工作。

“根据以往的情况，开学期间是学
校、幼儿园等各类传染病疫情的高发时
期，而今年的情况又较为特殊。”区疾控
中心上述专家表示，过去一个多月，我区
雨水天气不断，加上学生期末考试和放
寒假等原因，大多数孩子都减少了户外
活动，这进一步减弱了孩子们的机体防
御能力。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
来一段时间我区仍将以阴雨天气为主，
因此，可预测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会减少，
室内活动增加，更需要对相关传染疾病
做好提前预防。

上述专家提醒，大人孩子要及时调整
作息时间，保障正常的饮食起居，拥有一
个健康的好身体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工作
中；日常需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做好
保暖工作；注意饮食安全卫生；不随地吐
痰，遇到咳嗽、打喷嚏及时遮掩口鼻；若
察觉自己有发热、咳嗽、肚子痛、腹泻、呕

吐、出皮疹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确认。

现阶段处于冬春季节，主要以流
感、诺如病毒、水痘、肺结核等为主。流
感要及时区分普通感冒和流行感冒，以
便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措
施。诺如病毒是急性胃肠炎的主要致
病原之一，冬春季高发，全人群普遍易
感，特别是在学校、幼儿园等人群聚集
场所容易发生暴发疫情。水痘是急性
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强，且学校内人
员密集，尤其现阶段的阴雨天，在室内
通风不足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水痘的
暴发流行。中小学生处于生长发育期，
机体的免疫功能尚不健全，在感染结核
杆菌时容易发生结核病。

根据以上情况，医生建议，家长和孩
子一起提前接种相关疫苗，提高自身免疫
力，平时注意孩子个人物件的卫生，在家
及时开窗通风，保持室内新鲜空气，当出
现症状时马上就医确诊，不隐瞒病情，不
带病上课。在条件允许下，适当增加运动
量，注意饮食，充分休息，提高免疫力。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则要对教
室、食堂、宿舍、厕所等场所及时进行清扫
和消毒，保持室内日常通风。

区疾控中心：多通风 预防聚集性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