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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政事
■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郑栋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区旧住宅区改
造办公室获悉，今年，我区将继续推进旧住
宅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98幢旧住宅，涉
及藕湖浜、百尺溇、西河路、回澜南苑和绿
茵园5个区块，共计26.4万平方米。改造
后，2761户旧住宅区居民将住上焕然一新
的“新小区”。

98幢旧住宅纳入改造计划

根据2019年度旧住宅改造方案，今年
改造项目均位于城区城厢和北干街道，分
别为藕湖浜社区金城花园、百尺溇社区怡
景公寓、西河路社区郁家弄小区、回澜南苑
社区回澜南园小区和绿茵园社区绿茵园小
区，共计五个区域98幢房屋，总投资额为
1.871亿元。其中，改造项目均经过前期改
造意向调查后确定，目前5个小区都已经
在着手准备施工图设计，计划在4月底5
月初进场施工。

“我们小区除了一处集中停车点和零
星的几个自行车棚外，就没有规范的停车

地了。”郁家弄小区的住户朱艳说，“大家
的车都是停在露天，哪里有空就往哪儿钻，
特别不方便。”据悉，西河路社区郁家弄小
区是城区较大的老旧小区，房屋基本建于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过二十多年的日
晒雨淋，居民楼几乎都得了“老年病”，管网
老化、墙面开裂、屋顶漏水等等，种种问题
困扰着小区居民。“老旧小区改造呼声高，
特别是小区里的老年居民们，希望早日用
上管道天然气。”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郁家弄小区13幢居民楼被列入改造
计划，惠及居民457户。

旧住宅区改造改什么？区旧住宅区改
造办公室负责人表示，一是提升功能，二是
改善环境。具体而言，改造内容包括外立
面、道路、上改下、停车位、绿化、平改坡等

“标准动作”，同时也延续了去年的“加装电
梯”工作，在改造中对有意向的住户做到“愿
装尽装”，让老小区由内到外焕发生机。值
得注意的是，今年老旧小区改造也将结合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要求，同步开展5个改
造小区雨污分流，进一步改善水环境质量。

逾41000户居民已受益

安居，是百姓们最真切的愿望。为进
一步提升城市居民居住环境和品质，近年
来，我区狠抓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不仅扩大

了整治覆盖范围，还不断提升旧住宅改造
的质量和标准，根据居民的实际需求，进一
步完善功能、改善环境。

“这几年生活环境变化真是大，楼房前
的水泥地改造成了绿化带，家里通了管道
燃气，居住条件变得好多了。”说起几年前
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城北新村的住
户应阿姨赞不绝口。

而南市花园小区，完全变了“模样”。
和改造前相比，小区道路拓宽了，居民进出
更方便；停车位增添了100多个，缓解了愈
演愈烈的停车难问题；地下管线更新了，使
用功能大大提升。旧貌换新颜，城区很多
老旧小区都发生着这样的改变。如今，我
区对老旧小区改造已从单纯的外墙粉刷、
道路平整、管网维修，变成了小区雨污管分
流、停车位新增、燃气管道入户、文化设施
新增、平改坡等，每一项工作，都充分体现
着民生民意。

据了解，自2009年我区启动旧住宅区
改造专项工作后，目前已累计改造27个社
区1413幢居民楼，老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41190居民从中受益。区旧住宅区改造办
公室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预计对2009年
改造以来对标准偏低的老旧小区进行提升
改造，让更多的老旧小区居民从中受益，让
城市面貌有机更新。

今年老旧住宅改造计划出炉 惠及2761户
涉及藕湖浜、百尺溇、西河路、回澜南苑和绿茵园5区块98幢旧住宅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吴灿飞

本报讯 住了两三年，屋门面对面，却
不知道邻居长啥样，这是大多数城市社区
的现状。近几年，在社区文化家园的推动
建设下，萧山城市邻里关系正发生着悄然
变化。

“我们这里有生活驿站、生活科技馆、
健身文化中心等活动场所，定期还会举行
品茗、烘焙、阅读、书画、棋牌等活动。社区
文化家园犹如邻里港湾，在这里，每天来往
的居民络绎不绝，已成为大家‘家门口’交
友谈心学习的乐园。”城厢街道休博园社区
负责人说。

社区文化家园，是社区版的“农村文化
礼堂”，集文化设施完善、文化阵地多样、文
化活动丰富、文化队伍健全为一体。记者
从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心了解到，
今年我区要新建36家社区文化家园，预计

建成后总数将达77家，占社区总数的40%
以上。

如何建？成为摆在各社区面前的首要
问题。根据建设标准，社区文化家园在形
式上要有“社区文化家园”logo标识、社区
文化中心以及社区文化广场等活动载体，
原则场地面积要在600平方米以上；内容
上则要满足“6+X”，即有“市民文化讲堂”

“社区文化展示”“社区文化社团”“社区文
化品牌”“社区文化节日”“网络文化平台”
以及多项社区惠民服务。

“相较农村，城市的空间更小，在推动
过程中也更困难。”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为此，建议各社区能
在整合社区已有的文化场所资源基础上，
挖掘可用的空间资源，进一步彰显社区特
色。比如，湖滨花园社区便充分利用企业
办公场所，构建了“北斗七星服务矩阵”，拓
展了社区文化服务内容。

2017年，是我区社区文化家园建设元
年。经过两年时间建设，不仅在数量上实
现显著增加，品质建设方面更是亮点纷
呈。城厢街道休博园社区文化家园获评杭
州市五星级社区文化家园，北干街道湖滨
花园社区文化家园、红山农场同舟社区文
化家园获评四星级，新塘街道泰和社区文
化家园等9家获评杭三星级，并且三星级
以上文化家园占已建成总数的29.3%。

社区文化家园建设是一项持续性工
程。今年，萧山将持续深入实施文化惠民
工程，以“文化驿站 共享空间”为定位，充
分发挥社区文化家园在文化阵地中的主导
作用，不断提升社区居民文化幸福感。“新
建的36家社区文化家园将从城区逐步扩
大到全域范围，力争在今年年底我区23个
镇街、平台都有至少1个社区文化家园，实
现社区文化家园在镇街级层面的全覆盖。”
上述负责人说。

我区今年要新建36家社区文化家园
建成数覆盖全区40%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唐玲娟

本报讯 14日上午，上海星巴克咖啡
经营有限公司萧山萧棉路店领取了萧山
区首张“评审承诺制”食品经营许可证。

“评审承诺制”是杭州市今年进一
步简政放权、加快餐饮类食品经营许
可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又一新举
措。凡是直营连锁餐饮企业总部经评
审符合条件的，对其下属新开办直营
连锁门店推行“承诺制”，免于现场检
查，直接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大大简
化食品经营许可的审批环节流程。

“按照评审承诺制新流程，今天我
从网上申请、提交材料到取得食品经营

证，一共才花了半小时，真的是太方便
了！”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有限公司萧
山萧棉路店的申请人对此赞不绝口。

杭州市首批通过评审的直营连锁
餐饮企业有瑞幸咖啡（杭州）有限公司、
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杭州
肯德基有限公司、上海星巴克咖啡经营
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上海星巴克咖
啡经营有限公司萧山萧棉路店是萧山
首家享受“评审承诺制”便利的企业。

简化许可并不等于降低要求。工
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开展事中事后
监管，对审批改革中实现后移、承诺的
内容，在批后监管中加强监督检查，确
保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郑爽

本报讯 进入2019年，不少新法开始
实施，其中就包括《电子商务法》。此项法
律直接将网购、海外代购、微商、直播销售
等纳入管理，最高罚款达200万元。日前，
因当事人涉嫌无照经营，区市场监管局向
某网络平台的萧山某卫浴经营户开出了一
张500元的罚单。这是《电子商务法》实施
后，萧山开出的首张罚单。

这张罚单来自一通举报电话。接举报
后，执法人员立即开展调查，经查明该店铺
未在平台上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且未办理市

场主体登记，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商务法》及《无证无照查办处理》有关规定，
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并处以罚
款。

近年来，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电商
平台也越来越广泛，涉及衣食住行等各个
消费领域。常见的电子商务平台有淘宝、
天猫、京东、苏宁易购、饿了么、美团、微店
等，广大的平台内经营者就是通过这些平
台开展经营活动。此外，通过微信朋友圈
的微商、代购、直播销售等，也属于电子商
务经营的范畴。

新法来袭，区市场监管局对电子商务

经营者提出几点提醒：尽快办理营业执
照，取得相关许可，如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不能销售违规商品，或提供违规服务；应
当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
的行政许可信息；应当全面、真实、准确、
及时地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不能进行虚
假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如删差评刷好
评、通过刷单来虚构交易；不得将搭售商
品或者服务作为默认同意的选项；向消费
者收取押金的，应当明示如何退还押金，
不得对押金退还设置不合理条件；收集、
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一定要注意信息
保护。

萧山区首张“评审承诺制”食品经营许可证昨核发

■记者 靳林杰

本报讯 为切实保护我区渔业资
源和渔业生态环境，昨日，我区2019
年春季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暨渔业
增殖放流启动仪式在新塘街道吕才庄
公园举行。

春季是淡水鱼类的繁殖季节，也
是淡水电捕鱼的高发季节。本次专项
行动旨在有效保护鱼类产卵及幼鱼生
长，促进鱼类资源的自然补充和水域
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帮助水域生态
恢复活力。据了解，萧山区水域面积
广阔，境内河道密布，全区有区级河道

65条、镇级河道220条，全长1219余
公里，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有鲢鱼、鳙
鱼、鳊鱼、草鱼等水生生物。2018年
以来，我区多次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捕
捞专项行动，到目前，已经查获非法捕
捞案件90余起，收缴电捕器具180余
套，罚款20余万元，其中22起案件因
为涉刑，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启动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共同
参与了渔业增殖放流活动，共放流鳙
鱼、三角鲂、青鱼等鱼苗7万余尾。同
时，在区市监局市郊所内，工作人员销
毁禁用渔具、涉渔逆变器共30套，网
具80件。

《电子商务法》实施后 萧山开出首张罚单

党风廉政建设既是一场攻坚战，更
是一场持久战，一刻都不能放松。作为
从严治党的责任主体，我们将坚决贯彻
落实区纪委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提高
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把全面从
严治党引向深入，为推动具有党湾特色
的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一、紧抓龙头，种好“责任田”。牢
牢抓住责任落实的“牛鼻子”，围绕压力
传导，积极构建权责分明的主体责任落
实体系。要坚持以清单明责，梳理党风
廉政建设集体责任、个人任务、个性管
理三张清单，厘清党委、纪委、班子成
员、村（社区）的职责界限，着力解决管
党治党责任空转虚化的问题；要坚持以
考核压责，完善“双百分制”考核办法，
加大交叉互查、述职评议、实绩考核“三
位一体”考评力度，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的意
识；要坚持以巡察督责，配合区委推动
新一轮村级巡察全覆盖，进一步督促村
级“两个责任”有效落实。

二、严控源头，织好“防控网”。坚
持问题导向，把严管厚爱与抓早抓小、
防微杜渐统一起来，做到抓在日常、严
在经常，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要构筑

“不敢”的惩戒机制，全力支持纪委履

行监督执纪主责主业，以零容忍的态
度惩治违纪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
一处、教育一片；要构筑“不能”的防范
机制，结合“清廉党湾”建设，细化完善
机关干部服务事项清单和村级小微权
力清单，从源头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
制约与监督；要构筑“不想”的保障机
制，深入开展“三色”主题教育，以红色
政治引领、绿色廉政清风、蓝色素质提
升为主线，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

三、勇立潮头，把好“风向标”。坚
持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发展大局中去
谋划，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党风
廉政建设的责任就延伸、落实到哪
里。一方面，要结合“四强四提”活动，
带动形成以上率下、层层落实的工作
格局，积极营造“不打折扣、不留退路、
不胜不归”的工作氛围。另一方面，要
围绕“四大提升年”活动，大力推行“项
目化管理、责任化落实、全程化监督”
的工作机制，积极促进经济质量、城镇
品质、社会治理、美丽党建的全面提
升，为实现党湾特色小城镇更高质量
的发展奠定基础。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
谱写党湾发展新篇章

党湾镇党委书记 邵刚亮

“一把手”谈主体责任

萧山春季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启动

昨日下午，阳光明媚，钱江世纪公园一片绿意盎然，春色如画。 记者 丁毅 摄城市绿意

■通讯员 洪美娜 记者 魏心佩

本报讯 3月13日，浙商银行钱
江世纪城总部大楼规划方案正式在杭
州规划信息网上公示。

根据规划，项目东至潮韵路绿化
带，南至规划支路，西至观澜路绿化
带，北至民和路，总用地面积约4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由2幢
塔楼与4幢裙房组成。其中北面塔楼
高250米，共54层，用于办公使用，南
面塔楼高61米，共14层，作为酒店。

这也意味着，钱江世纪城沿江一线将
再添一座新地标性建筑。

浙商银行是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唯
一一家总部位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
商业银行，也是钱江世纪城招大引强和
产城融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项目。

除了将总部落户世纪城外，自
2018年以来，世纪城就在多个方面和
浙商银行牵手合作，总投资10亿元的
浙商银行科研中心（杭州）也于去年启
动运营，为总行提供数据存储和大数
据分析。

钱江世纪城再添新地标 浙商银行总部大楼方案公示

日前，党湾镇联合区市监局开展消费维权服务活动，增强
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图为工作人员教消费者
识别假烟。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王啸虎 摄

学辨假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