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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杭州市、萧山区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杭州市第十届、十
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萧山区慈善总会新塘分会会长，汇宇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陆凤林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2月22日11时在杭州萧山逝世，享年73 岁。

陆凤林同志为人忠厚、襟怀坦白；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节俭、艰苦朴素；家庭和睦、邻里团
结。陆凤林同志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精神，带领企业员工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兹定于2019年2月26日上午9:00在 萧山殡仪馆7号
礼厅举行追悼会。陆凤林同志生前好友如前往吊唁，请于2
月26日上午8∶00在汇宇花园西大门集中乘车出发，自行驾
车请按时前往。

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电话：13336118118
特此讣告。

陆凤林同志治丧委员会
2019年2月25日

讣

告 2月26日 8∶35-17∶30停建达A855线33#
杆建达A8552开关-42#杆建达A8553开关：宁围
街道杭州兴达市政公用服务等一带；8∶45-14∶45
停国庆C794线国庆开G14菜场分线：瓜沥镇国庆
村及杭州萧山新农包装厂、萧山永圣纺织、杭州市

地铁集团一带；8∶00-17∶30停荣新C791线荣新
村6#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政村3组一带；15
点15分左右短时停电一次停兴浦A531线（变电
所间隔开关）：浦阳中心幼儿园、桃湖村、浦阳卫生
服务中心一带。

2 月 26 日 6∶30-20∶30 停 110kV 临欣变
20kV吉利J015线、前齿J017线配合停电：大江
东吉利汽车、前进齿轮箱集团；9∶00-17∶30停

文伟村5#变低压台区改造（兴耀）2018年河庄街
道文伟村5#、10#等公变台区改造工程：文伟村
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2016年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在现行《住宅
建筑规范》的基础上，牵头承担了《住宅项
目规范》的起草任务。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组织国内14家建筑设计、施
工、研究、高校等单位组成起草组，经过两
年多的研编，目前已完成了《住宅项目规范
（征求意见稿）》。2019年2月18日，包括
该规范在内的38项工程建设规范一并公
开征求社会意见。

《住宅项目规范（征求意见稿）》公布
后，其中第2.4.6条“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
用面积进行交易”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24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对该条进行了解答。

该负责人说，“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
面积进行交易”这一条款的提出，主要考虑

是从技术角度规范住宅面积的计算规则。
在规范起草过程中，对国际国内住宅面积
计算做法进行调研，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
是国际通行做法，而我国住宅面积计算方
式主要采用建筑面积或套内建筑面积。按
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方案的通知》中“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要
求，为了提高我国工程建设标准与国际通
行做法的一致性程度，此次规范征求意见
稿中拟将住宅交易的面积统一按套内使用
面积计算。

该负责人说，这一做法可以解决两个方
面问题：一是解决套内建筑面积相同而住户
使用面积不同的问题。由于我国地域差异
大、住宅结构类型多等因素，造成住宅墙体
厚度不同，导致套内建筑面积相同的情况
下，而套内实际可使用面积不同。二是解决

住户使用面积不透明的问题。按套内使用
面积进行计算易于住户自行测量，实现“所
见即所得”。而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在没
有专业支撑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可以说，从
技术角度明确按套内使用面积交易，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该负责人说，标准公开征求意见是标
准化法规定的必要程序，对提高标准的科
学合理性十分重要。《住宅项目规范》涉及
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此次征求意见收
集到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一定会高度重视，认真对待，深入
分析研究，加强协调沟通，修改完善相关内
容，并做好进一步征求意见和专家审查，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政策性、完整性、适
用性和技术水平审核把关后，按程序批准
发布。 据新华社

买房不需要再为公摊面积买单？
权威专家回应“住宅建筑应以套内使用面积进行交易”

这是浙江卧龙集团的电机自动化生产车间。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农历新年刚过，记者密集走
访了杭州、绍兴、嘉兴等地的民营企业，从钱塘江畔到南湖之滨，所到之处，一派忙碌景象。面对多变的
外部环境和复杂的国内经济形势，秉持浙商精神的万千浙江民营企业家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
潮头”的共同信念下，闯关夺隘，抢抓机遇，叩响春潮……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浙江民企
叩响春潮

根据《杭州市居住证积分落户实施细
则（试行）》，2019年的积分落户申请时间
是3月1日到3月31日（节假日除外）。现
为您整理了关于积分落户的18个最常见
问题与答案，赶紧来看看！

积分落户政策适用什么范围？

适用于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拱墅
区、西湖区（含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江干
区（含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区、萧山
区（含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余杭区、富阳区
和临安区。

哪些人可以申请积分？

在杭州市市区范围内持有效的《浙江
省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均可申请积分。

积分落户的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1.申请人准备好申请材料，携带材料到
积分受理窗口办理申请；2.承办人员当场查
验，材料齐全的立即受理；3.流转至各相关
部门，相关部门出具审核意见；4.公示反馈，
申请人可以及时查看自己的积分情况并进
行异议复核；5.申请截止后，市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部门将申请人员信息推送至公安机
关进行审核；6.经审核无异议的，市公安局
将根据当年落户指标情况，公示排名情况
和拟落户名单；7.市公安局签发《积分落户
准入通知书》，并将名单分送到区公安机关；
8.申请人持《积分落户准入通知书》在规定
的有效范围内及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积分去哪里申请？

申请人可向各区或街（镇）行政服务中
心设立的积分受理窗口提出积分申请，如
果要申请积分落户的，可同时提交积分落
户申请。

如何估算自己积分情况？

可以登录“新杭州人家园”微信公众号
进行模拟积分。

积分可以委托申请吗？

可以。委托办理积分申请的，需提供
用工关系、监护关系及近亲属关系证明，同
时提供委托人、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
者身份证明。

在国外或港澳台获得的学位如何积分？

在国外或港澳台地区获得学位证书
的，要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或《港澳台学历
学位认证书》。

持多年前手工填写的《暂住证》也可以
积分吗？

居住年限指标积分是由相关系统自动
核算的，因早期尚未建立相关信息系统，该
手工填写的居住证明无法被计入居住年限
并积分。如申请人持公安机关核发的手工
填写《暂住证》或其他形式的居住证件或证
明，可在窗口申请时提供，也可在积分核定
后，到各地异议受理窗口进行异议核查。

如果《临时居住证》（居住登记）《居住
证》中断过，居住年限怎么算？

可以累积计算，每满12个月按1年计算，
每满30天按1月计算，不满12个月的不计分。

社保中断过可以积分吗？

可以，社保按实际缴纳的月份计，补缴或
外地转入的不计，重复参保的不能重复计。

期房可以积分吗？

不可以，期房还不能居住，不符合自购
产权住房且实际居住的积分条件。

一般企事业单位发的荣誉证书可积分吗？

积分管理办法中所指的奖项荣誉主要
包含区级以上党委政府（公章）颁发的荣
誉，获区级以上“五一”劳动奖章、“五四”奖
章、“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等综合性荣誉
的，可获相应积分。一般企事业单位发的

荣誉证书不能积分。

积分落户的“录取分数线”是多少？

积分落户的落户指标实行总量控制，
进行动态调整，不预设具体落户分值。总
量指标由市发改委会同市公安局根据杭州
市区人口发展状况、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等
综合拟定年度积分落户指标，报市政府批
准后，将在中国杭州、平安杭州等网站公布。

申请积分落户时如何填写拟落户地？

积分落户地原则上与居住地一致，按
本人（配偶、子女、父母）城镇合法固定住
所、有家庭户的亲友处、单位集体户、人才
中心（社区）集体户的先后顺序确定，申请
人可根据自身条件提前确定拟落户地，以
便在申请时准确填写拟落户地址。

提醒：1.落户地原则上与居住地一致；2.
落户地必须是城镇住宅房，军产房、非住宅
房、商业用房、集体土地住宅不予办理落户。

多个申请人积分相同时怎么排名？

这种情况以在本市居住登记时间长者为
先；居住时间相同的，以社保积分高者为先；
社保积分相同的，以基础分积分高者为先。

符合人才引进落户条件的是否需要走
居住证积分落户流程？

符合人才引进条件的仍可按人才引进
政策落户，不需要走居住证积分落户流程。

没房子，一直住朋友家的如何落户？

积分落户地原则上与居住地一致，按本
人（配偶、子女、父母）城镇合法固定住所、有
家庭户的亲友处（朋友同意）、单位集体户、
人才中心（社区）集体户的先后顺序确定。

亲属之间落户还可以投靠吗？

亲属投靠（夫妻投靠、未成年子女投
靠、老年投靠等）落户继续按原政策实行，
不需要进行积分落户。 据杭州发布

居住证积分落户3月1日开始申请

为了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更好
地满足临床用药及公共卫生安全需求，
浙江省政府决定鼓励仿制药研发生产，
加强仿制药技术攻关，通过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及时纳入采购目录。

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改
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
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浙江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鼓励仿制研发临床急需、疗
效确切、供应短缺的药品，以及防治重
大传染病和治疗罕见病所需药品、处
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药品、儿童
使用药品、专利到期前一年尚没有提
出注册申请的药品。

浙江省政府在实施意见中指出，
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
补，相关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的，可申请
产业基金等资金支持。

按照浙江省政府的规定，通过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含视
同通过）、按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
致原则新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可由药
品生产企业自愿申请挂网，纳入省药
械采购平台在线交易目录。药品集中
采购过程中，对通过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的仿制药，与原研药同等对
待。 据新华社

浙江鼓励仿制药研发生产及时纳入采购目录

记者从浙江省台办获悉，应台湾
南投县邀请，2月20日至24日，由浙
江省三大非遗项目——长兴百叶龙、
永康九狮图和金华婺剧组成的“诗画
浙江”灯彩艺术表演团，在当地乡镇进
行巡演，受到民众持续关注和热捧。

20日19时，首场演出在草屯镇中
山公园举行，周边近万名台湾同胞前
往观赏，演出高潮迭起，现场气氛热
烈，引起强烈反响。观众们既为百叶
龙的奇妙变幻和九狮图的传神入化拍
手称绝，也为穿插表演的优美歌舞节
目连声叫好，美轮美奂的婺剧天女散
花更是惊艳全场。

此后连续几天，虽然大多数演出
场地没有安排在民众集居区，有的相

对还比较偏远，但每晚7时演出开始
之前，观众都会爆满，有人提前两三个
小时就赶来等候开场，有的更是驱车
数十公里或步行数公里前来观赏。

表演团每到一处，都成为当地民
众最热议的话题，“两岸一家亲”“非
遗”“百叶龙”“九狮图”等成为最热络
的关键词。不少观众赞叹，能在台湾
如此近距离欣赏到大陆“非遗”项目的
精彩表演，实在是太开心了。

南投县观光处有关人士表示，浙江
把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华艺术瑰宝带
到岛内，着实给台湾民众带来了丰富的
精神大餐和视觉盛宴，希望今后更多地
组织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更好地促进
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据新华社

浙江三大非遗项目首次共赴台湾巡演

浙江大学24日发布启动“量子计
划”“生态文明计划”“设计育种计划”3
个专项计划，以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推
动“双一流”建设。

据了解，浙江大学“量子计划”将
在量子计算、量子传感与精密测量、超
分辨量子成像、量子光电集成芯片等
方面开展深入研究，还将探索量子科
技在生物传感、人工智能、临床医学等
领域的应用；“生态文明计划”聚焦环
境污染协同整治、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新型清洁能源研发、生态环境大数据
与智能分析、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与文
化传播等领域，建设大环境、大生态高

峰学科集群；“设计育种计划”将促进
农业育种与生物信息、大数据与人工
智能等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动植物
基因组信息及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
打造基因组合成育种实验平台和精准
设计育种平台。

浙江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量子
计划”“生态文明计划”“设计育种计
划”为浙大创新2030计划组成部分。
创新2030计划旨在加快汇聚全球创
新资源，促进跨领域融合创新，集中攻
破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国家战略需求
和全球重大挑战问题。

据新华社

浙江大学发布启动
“量子计划”“生态文明计划”“设计育种计划”

“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降压治疗
目标研究”即BPROAD研究24日在
重庆正式启动，全国200多家研究中
心将参与该研究。该研究旨在探究糖
尿病合并血压升高患者的降压目标，
降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及死亡风
险。

据统计，我国成人糖尿病患者人
数达1.14亿，其中半数以上糖尿病患
者合并高血压。此类患者心肌梗死、
脑血管意外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及眼
底、肾脏、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远
高于无高血压的糖尿病患者。

“虽然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降压

的重要性，但是降低到多少最利于健
康仍不明确。”据BPROAD研究的发
起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宁光介绍，目前
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糖尿病患者的降
压目标。

宁光院士表示，此项研究为期5
年，为全国多中心、开放、平行组设计
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通过入选超过
12000名2型糖尿病合并收缩压升高
的患者，随机接受强化降压治疗或常
规降压治疗，随访并比较两组主要心
血管事件发病风险，从而明确2型糖
尿病血压控制目标，建立2型糖尿病
血压控制目标管理方案。 据新华社

中国成人2型糖尿病降压治疗目标研究启动

据朝中社24日报道，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23日下午已乘坐专列离
开平壤，启程参加即将在越南河内举
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报道说，为参加2月27日至28日
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人
会晤和会谈，金正恩于23日下午乘专
列离开平壤。这是朝鲜媒体首次公开
此次会晤的具体日期和地点。

报道还表示，此次陪同金正恩出
访的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

英哲、李洙墉、外务相李勇浩、人民武
力相努光铁、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与
正、外务省副相崔善姬等。

此外，朝中社当天还报道了金正
恩将访问越南的消息。报道说，应越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邀请，
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
长金正恩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
问。访问期间，朝越两国最高领导人
将举行会晤和会谈。

据新华社

朝中社说金正恩启程参加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