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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王俞楠通讯员诸杭棋

本报讯 为推进科创园区提质升级，我
区近日出台了《杭州市萧山区重点科创园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为进一步提升科创园区建设质量，
需要在园区面积、入驻企业数量、运营管
理团队等方面提高认定条件，进一步明确
认定程序、管理方式、评价标准等内容。”
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我区将启动新一轮科创园培育
计划，改变以前先创建再认定的模式，将
科创园建设的工作中心，从量的扩张转变
到质的提升上来。推动重点科创园建设，
也就是集聚科技企业和创新要素，完善服
务功能，加强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根据《办法》，科创园需要满足以下
条件才能申报：入驻企业中经区级以上
科技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科技型企业
不少于 30 家，其中有效期内的国家重
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不少于7家；园区
内通过省级及以上认定的科技企业孵
化器不少于 1 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
和省级及以上孵化器的硬性指标，是重
点科创园比较严苛的认定条件之一，这
对于提高科创园质量有好处。”区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扶持力度上也有较大提升。
根据《办法》，对列入区级重点科创园的，
给予创建主体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资
助。此外，为加强对重点科创园的管理，
激发园区活力，区科技局还将根据物理
空间、企业培育、内部管理、平台建设、配
套服务、产业集聚等12个指标，每年对
认定满一年的重点科创园进行考核评
价，并根据绩效评价结果给予奖励。但
对首次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园区，将责令
其限期整改；拒不接受考核评价或连续

两年考核评价不合格的园区，则取消重
点科创园资格。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科创园创建单位
19个（其中政府创办 8 个，企业创办 11
个），园区总建筑面积136万平方米，入驻
科技企业1500余家。其中已通过区级科
创园认定的7个；通过市级以上科技企业
孵化器认定的12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
级6个；拥有市级以上众创空间6个，其中
国家级2个、省级3个。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冯婷婷

本报讯 昨日上午，“兴惠杯”萧山
文化遗产故事大会小学组（南片）比赛在
河上环河初等小学堂旧址落下帷幕。17
名学生讲述了自己与萧山文化遗产的精
彩故事，为小学组比赛画上了圆满句号。

作为第一位上台的选手，楼塔镇中
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张梦瑜讲述了自己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楼塔细十番
的故事。“受舅舅影响，对细十番的演奏
就产生了兴趣。后来由于学校是细十番
的传承基地，通过这个平台，我开始认真
学习细十番。”张梦瑜表示，自己已经学

习快两年了，以后一定会坚持下去。
像张梦瑜一样，通过各种途径去了

解萧山文遗故事的参赛选手，还有很
多。“我外婆家在临浦镇苎萝村，自己从
小就听到了不少有关西施的故事。”来自
临浦二小的孔忆煊告诉记者，报名参加
文化遗产故事大会后，也找了不少材料，
了解了更多知识，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从材料收集到故事整理、成稿，整
个比赛全是她自己准备的，花了3周左
右时间。”孔忆煊妈妈徐女士告诉记者，
参加这样的比赛还是很有意义的，萧山
的历史文化深厚悠久，需要年轻一代去
了解更多的东西。

据悉，此次萧山文化遗产故事大会
小学组比赛，有100余名学生参加。根
据比赛情况，按分数高低，在城区片、东
片、南片三场比赛结束后，共有48名选
手进入下一轮比赛。

区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小
学组下一轮比赛的具体时间、地址都
会通过电话和短信的形式通知。参赛
选手也可关注萧山文化遗产公众号，
了解比赛信息。

■记者吴瑾熠通讯员叶新程

本报讯 为了给建设单位“减负”，
记者昨日从区住建局获悉，萧山发布《关
于建设工程图审查备案审核实行“一件
事”办理的通知（试行）》，在全省首推建
设工程项目施工图备案“一件事”办理，
目前已开始实施。

“以前，我得抱着一堆图审材料去不
同的窗口排队，然后审核、添补材料、再
排队、再审核……现在，一个窗口就可以
办理所有的施工图审批备案手续，大大
节省了我们的时间、精力，真为这效率点
赞。”某房产公司前期工作人员小张说，

他在区办事服务中心的无差别窗口，仅
用5天就办理好了施工图审批业务。

“以前流程多，资料准备就得一大笔
时间，最终拿到审批要将近20天。”小张
说，“如果资料提供不齐，中间再耽误一
下，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按照以前的
流程，需要到人防、消防、建筑管理三个
窗口办理，费时费力。“一对比，现在办事
轻松了很多。”

“一件事”办理，将5个办理环节统一
归为一窗受理平台办理，大大减少了市
民跑腿时间。据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内部资料共享，原来5个事项需
要提交各类资料20份，现在通过整合只

需提交6份，减少14份。“原来分别办理
的时间累计需要18天，采用‘一件事’办
理后，通过内部整合并行办理的方式，最
快可以缩减至2天，最多只需要5天就可
一次性办结，预计企业到窗口每年能少
跑440次，提升服务效率60%，极大地节
省了建设单位的时间成本。”

目前，“一件事”办理的审批事项范
围为：人防工程易地建设核实，应建防空
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大型
单建人防工程设计和地下空间开发兼顾
人防要求审批，消防设计审查，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
查情况备案。

重点科创园 最高资助200万元

今日政事

全省首推 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批一窗通办

彩虹大道快速路（区界—青年路）标段，主线桩基、承台及立柱已全部完
成，目前正在进行主线箱梁施工。 记者唐柯通讯员吴志军孙宇飞摄彩虹大道施工新阶段

讲好文遗故事
弘扬萧山文化

小学组初赛落幕 48名学生脱颖而出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古志钦

本报讯 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近日组
织召开监督单位季度工作例会和全区卫
健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例会。

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表示，下半年要
从助推主体责任落实、履行精准监督、严
格执纪问责、加强自身建设四方面开展工
作，贯彻落实全区纪检监察系统半年度工
作会议精神。要求各监督单位要从讲政
治的高度，认真组织完成主题教育活动，
强化纪律，促进实效；以不失分的标准，对
照年度考核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尽早完

成党风廉政建设各项目标任务；以第一责
任人的姿态，对待审计、巡察发现问题的
反馈，切实整改到位；以严管就是厚爱的
共识，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做到从
严从紧。

在全区卫健系统纪检监察季度工作
例会上，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就卫健系统
下半年纪检监察重点工作指出，要紧盯不
放抓教育，坚持不懈抓监督，凝心聚力抓
清廉医院建设，落实规范抓案件，从严要
求抓队伍。会上，各单位还就上半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特别是清廉医院建设和警
示教育月开展情况进行交流。

■记者吴瑾熠通讯员吴超

本报讯 为了让住建系统的孩子们
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日前区质监站邀请浙
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
生，结合自身的家庭教育和成长经历，为
质监站职工家庭和部分局机关职工家庭
作了精彩分享。

分享会上，吴柯娴同学率先作了题为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教育经验分享，
鼓励在座职工要把教育建立在家庭和睦
的基础上，尽早对孩子的人生做好规划，

注重对孩子的教育、陪伴和鼓励。秦玮峰
同学特别强调了父母的模范作用和养成
好习惯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随后，涂家
琪同学分享的秘诀是通过交流、观察、总
结，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认为家长
应起到陪伴作用，和孩子一起成长。

此外，在座职工围绕出国留学、学习
方法、家庭教育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三位浙大学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
议。通过此次活动，职工尝试了以更平和
的方法与孩子们沟通交流，孩子们也更加
理解家长的良苦用心，拉近了彼此距离。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启用
和新建 8所学校”是2019年区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之一。昨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部分人大代表对该民生实事项目进行督
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华恩参加。

人大代表们先后来到丰瑞北苑幼儿
园、湘湖初中、南都小学、戴村镇小等学
校，实地查看四所学校的建设进展情况，
听取区教育局关于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
报。据了解，这4所学校已基本建设完
成，即将交付使用。

此外,其余4所学校也在今年开工建
设。通惠南路初中新建项目已进入全面
施工阶段；南二路小学7月开始试桩施
工，检测单位进场对试桩进行静载检验；
闻堰初中迁建项目正在进行主体建筑结
构、地下室和挖土立体施工，教学区部分
主体建筑可在年底前结顶；瓜沥光明小学
迁建项目正在进行地下室和主体建筑基
础施工。

代表们认为，该项民生实事推进顺利，
体现了政府的责任和担当，值得充分肯
定。督查组要求，把握好进度，做好相关扫
尾工作，为新学期开学做好准备工作。

■首席记者洪凯实习生沈怡清

本报讯 作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主
要承办地的萧山，今年开始也将拥有自己
的马拉松品牌。昨日，2019杭州湘湖国
际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召开，赛事情况
正式对外发布。副区长罗林锋出席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年杭州湘湖
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于2019年10月20日
举办，赛事拟定规模约8000人，分为半程
马拉松（21.0975 公里）和微型马拉松（4.5
公里），其中“半马”计划报名5000人，“微
马”计划报名3000人，获得半马男子前18
名，女子前12名的跑友还将获得2020杭
州马拉松直通名额。

湘湖国际半程马拉松组委会负责人
介绍，湘湖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有专

门的绿道，围绕湘湖一期、二期、三期，可
以把整个湘湖的历史、文化、生态全部串
起来，组成湘湖马拉松的线路，每一步都
是景色，沿路还有一部分是花海。“这么好
的线路，希望能让全国的跑友来体验。”上
述负责人表示，如果跑友非常多超过了总
规模，为了能让大家公平公正地参加湘湖
马拉松，组委会将通过抽签来确定。

今天上午10:00开始，本届湘湖国际
半程马拉松赛将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网址
地址为：www.xianghumarathon.com，
报名费用为：半程马拉松100元人民币/
人，微型马拉松60元人民币/人，慈善跑
500元人民币/人。此外，跑友们也可以关
注赛事的微信公众号“杭州湘湖马拉松”
和“湘湖发布”，了解赛事的详细规程。

■通讯员高云云记者吴瑾熠

本报讯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
关负责人一行来到宁围街道金一金二、宁
东、宁税社区安置房项目，调研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工作。

调研期间，区住建局及项目施工单位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实名制工
作开展情况作了简要汇报，内容包括落实

“无欠薪”六项制度、人员流动性、技能培
训等多个方面。听完汇报后，调研组对我
区实名制管理工作予以肯定，并对下阶段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目前，我区在建工程全面实行建筑工

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杭州市萧山区智
慧建设云平台作为我区实名制管理平台，
并将区内各在建工程的用工情况实时推
送至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实
现信息互联互通。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建
筑工人实行实名制管理，记录身份信息、
培训情况、职业技能、从业记录等信息，并
对建筑工人日常考勤信息进行统计。强
化实名制数据应用，将实名制管理与企业
诚信体系、市场准入、评优评先、欠薪处理
等相结合。同时，已将建筑工人的日常考
勤信息与银行代发工资相结合，确保工人
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专户内的资金专
款专用。

区人大常委会督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民生实事项目

住建部来萧调研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

派驻第八纪检监察组监督指导全区卫健系统工作

区质监站举行职工家庭与浙大学子分享会

首届湘湖国际半程马拉松今起报名

■首席记者王慧青实习生魏乐钇

今年59岁的吴春根与水有缘。家
住钱塘江边，平日里去江边夜钓是他的

“头等爱好”。5月10日凌晨1时许，他
又在江边做了一件见义勇为的好事。

五月正是钱塘江水量剧增的时候，
静谧的夜色中只听涛声阵阵。忽然，在
闻堰街道的江堤边，传来一声声急促的
呼救声，引起了路过的吴春根和小伙儿
张涛的注意。循声向江面望去，眼尖的
吴师傅立刻意识到有人落水了。

生命攸关，吴师傅很快冷静下来，马
上叫张涛报警求救，自己则不顾肩伤，奋

力跳入水中。五月夜晚的江水虽没有冬
天寒冷，但也着实能让人唇齿打颤，加上
水流湍急，吴师傅游了近400米才靠近
了落水者。见到吴师傅仿佛见到了救命
稻草，女子情绪激动起来，在水中扑腾得
更厉害了。吴师傅屏住呼吸，安抚女子
说：“放轻松，我会把你安全送到岸边。”
他用手臂托住女子的头部，并慢慢向岸
边游去。最终，在小张的帮助下，合力将
女子救上了岸。看到她浑身发抖，吴师
傅便把自己的衣服给落水女子穿上。随
后，将女子送往医院，确认无大碍之后，
吴师傅才放心离去。

这次义举，吴师傅荣获“杭州市萧山

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荣誉称号。在危
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舍身救人，对吴师
傅来说，并非偶然之举。2008年汶川地
震，他主动请愿加入抗震救灾队伍，为救
援伤员、灾后重建贡献力量，最终荣获三
等功。

面对荣誉，吴师傅淡然地说：“事情发
生就在一瞬间，我根本来不及多想。我只
知道她是一条生命，而我是一名党员，要
挺身而出，把她救上来就是我的责任。”

聚焦文明城事
发现最美萧山人发现最美萧山人

59岁大伯跳江救人 曾参与汶川抗震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