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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文燕通讯员黄坚毅

争做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先
锋，义桥首创“八个一”行动法，把政府组织
和基层发动参与相结合，网格队伍和区域划
分相结合，誓要答应这场环境整治攻坚战。

萧山区启动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
坚行动后，义桥镇立即召开环境卫生大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推进会暨迎接国卫暗访
工作会议，第一时间层层落实工作任务。
为全面打好这场攻坚战，义桥镇研究创新
行动载体，着力于“创示范”“保重点”“促

全面”，全新首创“八个一”行动，全方位、
多手段开展整治行动。

“八个一”，即明确一名负责人。落实
各村（社区）书记、主任为百日攻坚行动主
要负责人，对所辖区域内分片、分组进行
巡查、指导；成立一个专班。对各村（社
区）分片、划区，由村三委会成员任片长，
负责所辖区“四清”、“四控”、“四补”工作，
确保当天发现问题当天解决问题；绘制一
张网格图。对每个片区，由党员代表和村
民代表组成，绘制一张网格图；签订一份
责任状。由各村（社区）书记、主任签订责

任状，确保责任落实到人；抄告一份问题
清单。落实各村（社区）不少于10张照片
的问题抄告；上报一张日报表。分整治地
点、人员、设备、清理垃圾、清理卫生死角
等方面落实日报表，并在镇政府大厅给予
公示；建立一个共管约定。广泛宣传发
动，营造共治共享生活理念，使形成“人人
参与、全民动员、共管结合”的良好氛围；
争取一面流动红旗。

连日来，义桥镇全镇24个村社和各职
能部门将“八个一”行动与环境卫生整治任
务有机结合其起来，不断加快“环境卫生大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进度条，持续发力，并
在全镇范围掀起了一场“环境革命”。

丁家庄村发动村民清理自家门口卫
生；罗幕村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清
理房前屋后堆积物；七里店村发放环境卫
生整治倡议书并张贴环境卫生大整治百
日攻坚行动公告；湘南村房前屋后清理并
利用电子屏、横幅等开展宣传，营造整治
氛围；杨岐社区对清扫人员工作进行安排
布置，强调工作细节和注意事项……到处
是热火朝天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的景象。

不仅如此，逢每周二集中下访日，义

桥镇党委、人大、政府班子成员，还根据镇
党委政府年初制定的“领学访正”行动计
划，与机关干部一起纷纷下村，结合近期
全镇环境卫生大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到各
村指导督查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义桥镇共出动人数2799余
人次，拖拉机、挖土机设备数259辆次，清
理垃圾数1439.2吨，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物
2148处，清理卫生死角3228处，清理牛皮
癣1661处、绿化带垃圾1573处，发出抄告
单数量1455处，完成抄告整改1378处，整
改完成率达94.7%。

义桥首创“八个一”行动法 全力攻坚环境整治

■记者王艺霖通讯员徐玮韬

本报讯 时隔数月，杭州市近日发
布了最新的重点拟上市企业名单，企业
数量从102家增加到115家。新增名单
中，有2家萧山企业：曼卡龙珠宝股份有
限公司和杭州国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名单变动，区金融办相关负责
人说，名单是动态调整，符合政策导向、
成长性好、合法合规的企业将获得重点
帮扶，比如新加入的曼卡龙珠宝，已成为
广具知名度的珠宝首饰零售企业。目
前，中国证监会已披露曼卡龙珠宝的辅

导备案公告文件，浙商证券将作为曼卡
龙的辅导机构，对其进行上市辅导。而
对于退出名单的企业，一部分已成功上
市，如浙江开元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已经在港交所上市，另一部分则是因为
弄虚作假甚至违法违规而遭到驱逐。

自“凤凰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萧山
重点拟上市企业的范围从瞄准境内上市
的企业到绕道境外上市的企业都有兼
顾，政策导向既重视支持传统实体企业
加快上市发展，又聚焦培育以数字经济
为代表的创新型企业对接资本市场。

特别是当前萧山正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深入实施三化融合，先临三维、杭可
科技冲刺科创板发挥了示范引领的作
用。截至目前，全省共有10家企业申报
了科创板上市，其中杭州市占6家。

“区金融办将为企业提供多维度的
上市服务，通过创新、市场化的手段，为
新经济企业迈向资本市场提供更有力的
精准服务。”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重点拟上市企业，则建议尽早准备
明确的上市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双方
形成合力，做大做强“萧山板块”。

目前，萧山共有重点拟上市企业9
家，已上市（挂牌）企业69家。

萧山新增2家重点拟上市企业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随着鱼类进入繁殖期，非法
捕捞也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加强水生
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我区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整治行动，纵深打击非法捕捞。

进入禁渔期以来，各镇街多措并举，
通过悬挂横幅、举行非法捕捞宣传会等多
种手段发动宣传攻势，提高大家对渔业资
源的保护意识。同时，加强监督的广度和
力度，发动号召村民积极举报非法捕捞，
对违法行为采取撒网布控，重拳出击。

在临浦镇、益农镇，工作人员沿着一
条条河道清理地笼等阻水障碍物；在衙前
镇、义桥镇，一车车被查收的非法捕捞工
具被集中销毁……针对非法捕捞的时间
特性，各镇街还专门进行夜间巡查，实行

“白天+黑夜”的错峰巡查模式，对非法捕
捞采取零容忍态势。

截至目前，我区共查获13起非法捕捞
案件，其中立案查处7起，罚款19000元，
移送公安1起，有效打击了非法捕捞，进一
步保护了我区的渔业资源。

■记者金建武通讯员高莲飞吴国华

本报讯 我区职业卫生监管职责移交
卫生行政部门后，近日开出首张职业卫生
罚单，并已执行到位。

职业卫生监管职责从安监部门移转
卫生健康部门后，区卫生计生行政执法大
队调派精兵强将重新组建了职业卫生执
法中队。职业卫生执法中队成立后，梳理
出一批可能存在职业病危害风险的企业，
并于近期开展了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一家企业虽已
进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但未
在公告栏公布，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产生
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
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
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
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执法人员当即对企业负责人进行
了批评教育，并依照《职业病防治法》第七
十条第一项，开出罚单。

下一步，区卫生计生行政执法大队将
根据国家卫健委《关于在矿山、冶金、化工
等行业领域开展尘毒危害专项治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突出重点单位，加强监督执
法，落实职业健康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尘
毒危害防控水平。

■首席记者王慧青

本报讯 为推动公共信用与政府履职
深度融合，日前，我区公共资源交易系统
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已全面接入
浙江省信用平台。

公共资源交易和不动产登记，与老百
姓生活紧密相连，但也是失信惩戒多发
区，屡屡出现申请人冒名顶替、提供虚假
材料、利用欺骗手段骗取等虚假行为。为
着力提高交易和登记规范化、标准化的水
平，用“互联网+”技术，让部门数据实现共
享和协同，成为政府破题重要之举。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数据接
入省信用平台，对信用萧山建设，以及良
好营商环境的打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数据共享，方便企业群众信用查询，同时
也构筑起了一张信用监管大网，进一步营
造了‘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的良
好信用环境。”

随着系统接入省信用平台，萧山将开
启信用系统全流程改造，实现公共资源交
易和不动产登记系统嵌入信用核查及反
馈功能，让萧山老百姓获得信用查询便利
的同时，进一步构筑起信用监管平台，预
计这个月底能正式开通运行。

萧山纵深打击非法捕捞

我区卫计部门开出首张职业卫生罚单

区公共资源交易和不动产登记系统全面接入省信用平台

■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郁敏敏

本报讯 昨日，是“5·12”防灾减灾日，
记者从萧山消防救援大队了解到，现实生
活中，堵塞消防通道的行为经常发生，市
民发现有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的，可拨打
96119举报，最高可罚5万元。

消防通道被侵占 老旧小区较多

昨日，记者走访萧山多个小区发现，
不少老旧小区的消防通道被侵占，停车占
道尤为突出。尽管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占
用”等明显提示，但是不少小区居民说，由

于停车位不够用，消防通道时常被占用。
此外，楼道里堆放杂物占用消防通道

的情况也不少。“不少业主把楼梯口等公
共区域当作了‘私人仓库’。”家住育才路
某小区的洪先生说，有的楼道里放了很多
硬纸盒、泡沫等易燃物，存在安全隐患。

一旦消防通道被堵，消防车无法进
入，这是消防救援部门最头痛的问题。3
月，广泽小区一住户家起火，随意停放的
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影响了救援。“幸亏
小区微型消防站发挥了很大作用，及时阻
止了火势蔓延。”当时参与救火的消防员
说，当晚小区车位都停满了，连路边、绿化

带上也被部分私家车占用了。结果，3辆
消防车尤其是重型水罐车和登高车，由于
停车过多通道太过狭窄，根本开不进去。

“当时我们距离着火的地方还有50
米，看到火在烧，都从窗口蹿出来了，可我
们就是过不去。”参与救火的一名消防员
说，挡路的车不只一辆，挨个打电话让车
主挪车耽误了救援时间。

市民可打96119投诉举报

记者萧山消防救援大队了解到，《消
防法》明确规定，占用、堵塞、封闭消防车
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可责令改正，处

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汽车站、地铁站、宾馆、农贸市场、娱

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型公共场所的消防通
道被非法占用，一旦查实逾期不整改都将
进行处罚。”萧山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以来接到市民举报不少，也
开出了多张罚单。

萧山的高层建筑因为楼层高、体量
大，人员和物资高度集中，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很重要。《浙江省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有超负荷用电、违规使用瓶装液化石油
气、违规在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占用、

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避难层
(间)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等九条危害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的行为。

违反上述规定，将受到处罚。对超负
荷用电逾期不改正的，可以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对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
在的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影响灭火救
援的行为，将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
正，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对
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消防救援部门呼吁，市民在停车时应
兼顾消防通道畅通，若发现身边小区消防
通道被堵严重，也可以向96119投诉举报。

侵占消防通道 今年已开出多张罚单

《石说古今·陶玉光辉——敖汉史前文物精品展》近日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
展，展出文物精品111件。据悉，内蒙古敖汉旗史前文明距今约八千年。该展览
将持续到7月10日。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史前文物展

■记者 吴瑾熠

本报讯 我区近日召开萧山区安置房
建设推进工作会议，督查推进安置房项目
建设，副区长吴炜炜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区安置房建设情况、存
在问题和工作措施的汇报，部署了今年安
置房开竣工、回迁安置下阶段工作，明确
将实施全区“回迁安置”专项攻坚战。各
平台公司、镇街汇报了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及存在困难，相关部门对各项审批事项交
流发言。

会议要求，安置房建设要压实责任，镇
街负责清场交地、协助方案、配合建设、加

快分房，平台公司负责资金保障、前期办
理、建设管控、督促交付，各区级部门负责
各类要素保障和审批办理；要严实措施，抓
紧交地、竣工和分房，优化前期审批，解决
棘手问题，同步实施室外配套工程，明确时
间要求，项目交付后2个月内必须分房。

据悉，“安置房开工300万平方米、竣
工100万平方米，回迁安置2000户以上”
是今年的民生实事之一，目前已开工3个
项目、47.9万平方米，完成招标21个项目、
511.6万平方米；已竣工4个项目及标段、
79.8万平方米，主体结顶4个项目及标段、
84.3万平方米；已回迁安置762户，1000
余户分房资格初审完毕。

萧山区安置房建设推进工作会议召开

昨天已是我国第11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十一年来，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确实不断提高，但从本报记者
暗访的一些情况来看，萧山某些小区某些
楼道，对消防安全仍然缺乏足够的重视，这
既需要职能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和管理力
度，更有待于不断加强教育和宣传，让防灾
减灾常识成为公民的必修课，让生命通道
永远畅通，让“最美逆行”效率最高。

尊重生命，是人性更是责任。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发布了近十年全国发生的
35起群死群伤火灾分析，这些人员密集场
所之所以发生事故，都普遍存在违规使用

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疏散通道不畅、
日常管理机制不健全等九类突出问题。
祸患常积于忽微，这并不是猝然临之的天
灾，而是彻彻底底的人祸，如果责任单位
责任人能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做好提前预
防、应急预案，就完全能避免这些不幸事
故的发生——放眼萧山，作为经济发达地
区和人口密集地区，我区的高层建筑楼层
高，体量大，布局复杂、形式多样，人员和
物资高度集中，这意味着，多一分隐患，就
多十分风险。1个人在消防通道上停了1
辆车、放置了 1 件杂物；10 个人就会在同
样的地方停10辆车放10件杂物；堵上的
就 是 100 个 甚 至 1000 个 人 的“ 生 命 通
道”。换句话说，某些灾害的发生，源起于
对安全的漠视和对生命的怠慢。正如受
访的萧山某位消防员所言，把小区公共区
域当作“私人仓库”，这是对自己生命的漠
视，也是对他人安全的不负责。

赞颂“逆行者”，先为“逆行者”让一条
通行之路。当灾难来临，荣誉和掌声从来
不吝给予这些勇敢的“逆行者”，尤其是为
挽救他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逆行者”。
的确，我们的社会因为有了他们而更加美
好，那一抹“火焰蓝”，就是让人安心和放
心的标志。然而，在隆重礼赞“逆行者”的
同时，社会大众有没有真正反思过：如果
前一秒还在为电视上送战友的感人画面
而落泪流涕，后一秒就顺手把车停在小区
的安全通道上，这样的“感动”又有多少实
质意义？

尊重比礼赞哪个更为重要。首先应
是尊重。尊重就请内化于心，而外化于
行。自己不占用消防通道，也不能漠视

“占道”的现象，该举报的第一时间举报，
该投诉的第一时间投诉，“通”才能不

“痛”。

为生命“让”道

湘湖时评

赵邱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