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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降雪 菜农“担忧” 茶农“淡定”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冷空气似乎具有“假期属性”，
这不，元旦期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又来“打
卡”了。受冷空气影响，不仅气温明显下降，
还一度飘起了雪花。面对低温雨雪天气，对
我区的蔬菜茶叶种植是否有影响呢？

昨天一早，菜农吴大伯和老伴就到地
里抢收了几筐青菜。“怕冻坏了，能收的都
收掉。”吴大伯说，幸亏雪下了一晚就停了，
不然对蔬菜种植的影响会更大。

农业专家提醒，面对低温雨雪天气，不
管是露天蔬菜还是大棚蔬菜，已可采收的
应尽量抢收，存放在室内，分批上市，以减
少损失。对于不能采收的大棚蔬菜，做好
大棚密封工作，防止冷空气进入棚内，要做
到多层膜保温,有破损的棚膜要及时修补，

同时注意白天适时通风换气，降低棚内湿
度。

对于进入育苗关键期的秧苗，要做好
保温工作，通过人工补光增温等方式，防止
秧苗冻害发生，准备移栽的秧苗要等天气
转晴后再移栽。同时要检查排水沟渠，及时
清理沟渠中的垃圾、杂草、泥土等，保证沟渠
畅通，降低田间湿度，防止蔬菜渍害。

“低温会给畜禽生产带来直接影响。”
畜牧专家提醒广大养殖户，“一旦温度到了
5℃以下，尤其到了0℃以下，要重点做好
场舍的防冻措施。”平时开放式养殖的畜禽
特别要注意防冻，诸如蛋鸭、土鸡等畜禽应
尽可能地回到栏舍中；同时，在雪天要加强
棚舍的保温性能，在栏舍里及时启动保暖
措施，加强监测，做好卫生消毒，密切观察
畜禽的生长动态，防止疫病发生。

相比蔬菜的“担忧”，茶农面对雨雪则
“淡定”不少。雨雪天刚刚过去的山区有些
清冷，在寺坞岭山茶叶种植基地，深绿色叶
片的茶树整齐地种植在山腰上。“好在现在
的茶树还没有抽芽，最近的天气总体上对
茶芽和茶叶品质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杭州
萧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倪立权说，
抽芽阶段的天气是决定茶叶品质优良的重
要因素，现阶段嫩芽还没有抽出来，茶农的
主要工作是引流土壤过多的水分，防止积
水冻害。

倪立权说，目前，茶树还处在“休眠
期”，其实一场冬雪，对于茶树还有不少好
处呢，可以冻死地表害虫和病菌，还会慢慢
渗入土壤蓄积水分，有利于鲜叶营养成分
的积累，促使茶芽生长缓慢，对茶叶品质是
利好。

本报讯 2018年12月30、31日，由19
楼主办的首届少儿手脑大会在杭州国际博
览中心（G20 主会馆）盛大举行。两天展
会，10000㎡超大体验区，11大主题乐园，
累计2万人次入场，现场成了大小儿童欢
乐的海洋。带着6岁女儿来玩的王女士表
示，刚好元旦假期没旅行计划，看到网上介
绍后，就带孩子过来玩一玩。

虽然天气寒冷，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
情特别高。上午10点多，整个会馆孩子们
都玩嗨了，每个地方都有家长为宝贝打
卡。特别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乐高创意
馆，现场运来了10万块乐高积木，震撼人
心的微观世界造景，有趣的愤怒小鸟，还有
乐高挖掘机模拟真实的挖土操作。孩子们
忙着合影，家长们忙着拍，还有一群孩子参
与到门球游戏、陀螺大战、3D弹珠、机器人
细胞移除、追寻大白鲨等乐高小游戏中，玩
得不亦乐乎。

红遍抖音的烟雾泡泡树下，孩子们仰
着头等着烟雾泡泡落下，手一碰泡泡瞬间
破裂，变成了迷幻的梦境。爸爸妈妈们的
手机根本停不下来，连大人都跃跃欲试，偷
偷伸手，玩一玩这神奇的烟雾泡泡，瞬间让
人充满童趣。

真人娃娃机，吸引了众多的小朋友想亲
身体验抓到礼物的瞬间快乐。男孩女孩穿
上特制装备，在安全人员守护下，带上大手
套，让自己变成一只抓娃娃的“钩子”，随着
绳索缓缓降落，张开手脚抱起大大的一捧玩
具。孩子玩后特别兴奋，表示还要再玩！

稍大一点的孩子聚集在未来科技馆，
排队体验3D巧克力打印。有巧克力做诱
饵，孩子的学习热情简直爆棚，对科学技术
也兴趣满满，体验完了还能免费得到一块
现场打印的巧克力。VR体验区挤满排队
的人，有的孩子戴上了VR眼镜，体验不同
的世界。机器人足球、编程机器人、空中飞

行器，太多好玩的目不暇接……
现场还设置了父母与孩子互动性很强

的游戏，一起拼插体验做出属于自己的实
验礼物。

除了小朋友主题乐园外，首届“大咖公
开课”高峰论坛也在当天开幕。活动两天聚
集国内外优秀的教育专家、学者，与家长们
面对面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拥有百万粉
的知名育儿博主王人平、杭州高级中学校长
蔡小雄、国家软件出口中心首席IT教育专
家王洋、美国STEAM全球项目主任Nan-
cy Steward、教育大咖傅颂九、李洁、关莉、
连晓刚、张兆博、徐慈华等专家、学者在现场
分享了自己的教育经验。“所有的教育最终
都是指向自我教育，我们需要做的是帮助孩
子去自我驱动，自我发现，自我创造。”杭高
校长蔡小雄的分享击中了很多家长的心，也
揭示了本届手脑大会的初心，为未来教育提
供更多的可能。

首届少儿手脑大会在国博中心举行
两天展会累计2万人次入场

■记者 王俞楠 吴瑾熠
通讯员 张祥荣

本报讯 2018年12月30日，北干
街道荣星村君佳园安置房分房工作在
金惠初中举行，在外过渡8年的居民
们喜圆安居梦。

早上8点，分房现场已经排起了
长队。王大伯是第四个参加分房抽号
的拆迁户，“一共分了5套房子，2套
140平方米，3套70平方米，手气还不
错，抽到的位子都还可以。”他说，自
己头天晚上6点就过来排队了，为了
能早点拿到房子，辛苦一点也值得
了。拿着公证过的房号单子，王大伯
脸上挂满了喜悦。

“这次分房，主要针对荣星村2010
年拆迁的527户居民。”北干街道相关负
责人说，此次分房共有房源1747套，分
为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方米、
140平方米和190平方米五种户型。

村民回迁是大事，北干街道工作

人员说，为了让分房抽号工作有序开
展，前期街道组织工作人员对分房前
各征迁户资料进行收集、核对，提前完
成了户型选择、分房过程告知等工
作。同时秉着“公平、公正、公开、高
效”的原则，此次现场抽号街道委托了
萧山湘湖公证处主持并全程录像。

根据先签到先抽房的原则，排在
210号的姜阿姨说，“我们的安置房就
在马路对面。”姜阿姨指着金惠初中对
面的新小区，心里很激动，这次能分到
四套房子，希望可以抽到稍微高一点
的楼层。

据悉，荣星村城中村安置房工程
总建筑面积375646平方米，由12幢
22—31层高层住宅及2幢2—3层综合
服务用房组成，工程于2012年12月开
工建设。同时，为了解决居民停车难问
题，小区还配备了足够的停车位。“根据
家庭人口的数量来确定可以优惠购买
多少个车位，8人及以上最多是4个车
位。”北干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荣星村君佳园安置房完成分房

浦阳农贸市场完成全面改造提升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吴洁

本报讯 日前，浦阳农贸市场在原
有经营面积2153平方米不变的基础
上，对市场内部摊位结构进行重新布
局，全面装潢。经过改造后的浦阳农
贸市场面貌焕然一新，明亮的环境、整
洁的摊位、便利通畅的配套设施让居
民交口称赞。

在改造过程中，浦阳按照放心农
贸市场标准设计实施，因地制宜，引进

先进的设计理念，致力于打造一只适
应民生需要的“五放心”“菜篮子”，给
广大浦阳人民带来更好的消费体验。

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市场内部科
学管理，浦阳还组织一批经营户赴萧
山城西农贸市场参观学习，为浦阳农
贸市场建设提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也进一步提升了规范化经营意识。

今后，浦阳将科学制订工作方案和
管理制度，打造亮点，补齐短板，推动农
贸市场建设与管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宁围街道召开企业座谈会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尽管室外天气阴沉，寒气
逼人，但宁围街道办事处六楼的大会
议室内，却温暖如春，笑意融融。元旦
前夕，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暨企业座
谈会在这里举行。

辖区规上企业和银行、税务、市
监、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齐聚
一堂，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帮助企
业化解矛盾和困难，引导企业加快转
型步伐，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不断提升
经济运行质态和发展后劲。

在传达上级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后，
大家再次感受到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对
民营企业始终如一的重视、关心、支持。

作为宁围的骄傲，民企“常青树”万
向集团、“多元”与“一体”协同发展的传

化集团先后发言，畅谈2019年经济发
展趋势及企业应对之策。紧接着，宝盛
水博园大酒店、利华汽车销售等多家企
业负责人，分别结合自身企业的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困境作了交流发言。

街道党工委书记朱国军鼓励大
家，要处理好征迁与发展、总部与基
地、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在坚定信心中
谋发展，在转型升级中谋创新，在依法
治企中谋长远，要跳出宁围谋机遇。
并借用省委书记车俊的三句话与各位
企业家共勉：成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战
略家、成为发挥引领作用的弄潮儿、成
为具有家国情怀的奋斗者。

会议对岁末年初的重点工作进行
了布置，同时对各企业提出的意见、建
议，街道将进行梳理，明确对接责任
人，确保问题得到解决落实。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戴少青 孙佳娣

本报讯 日前，经省级引领企业选树工
作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并经2018年12
月6日至12日社会公示，中国重汽集团杭
州发动机有限公司等30家单位被确定为
省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省级引领企业。这也
是我区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

据了解，杭发公司十年前从市区搬迁
至新厂区，新工厂新建了集铸造、机加工、
装配到出厂试验等功能的20余条智能化
生产线，工厂的制造技术、工艺装备技术
水平也走在国内同行业前列。在自动化
生产水平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打造一
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现代

化水平职工队伍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
为此，公司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特别
是在生产一线推出“设备应用岗位”制度，
取消了过去计件工资的分配模式，赋予操
作工除承担单纯的产品加工外，还承担起
对自己所加工产品的质量检测、控制和分
析，所操作设备的维护和维修，以及各种
消耗、安全、现场、班产、工程能力指数等
相关量化指标职责，员工以个人岗位技能
和业绩表现作为主要标准，实现自己的晋
岗晋级。制度一经推出，深受一线员工欢
迎，不少员工点赞说：“设备应用岗位”制
度让操作工迎来了春天。

除了推行“设备应用岗位”制度，公司还
在技术、质量、采购、设备维修等人员中推行

“责任工程师”制度，在管理、辅助人员中推
行“管理师”制度，以及覆盖生产一线、管理、
技术等所有员工的创新积分考核系统。

为了解决企业评价得不到社会认可，
员工不能享受相关政策待遇的问题，2016
年，公司结合人社部门自主评价政策，以铸
造工为试点，将公司“设备应用岗位”评价
体系与社会评价体系实现无缝对接，为公
司技能人才的培养开拓新途径。不久前，
公司108位铸造员工通过企业自主评价考
核考试，拿到了区人社局颁发的高级铸造
工职业资格证书。这既是这些员工获得岗
位晋级的“通行证”，更是公司不断探索一
线职工岗位成才，管理创新结出的丰硕果
实。

杭发公司确定为省技能人才自主评价引领企业

目前，我区2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分中心）全部实施诊间屏自助服务
功能。至此，我区基层医疗机构实现
诊间结算、扫码结算、自助结算等智慧
医疗服务全覆盖。图为市民在衙前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刷卡体验。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沈莹 摄

智慧医疗服务
全覆盖

用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填报功能的
手机App正式启用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将
于2019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国
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由国家税务总局
开发的个人所得税App软件的专项
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于 2018 年
12月31日正式上线使用。系统的互
联网WEB端、扣缴客户端和税务大厅
端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填报功能也同
时向社会开放。

全国各地8000多个办税服务厅，
2万户扣缴义务人和10万名自然人纳
税人2018年12月31日率先体验了六
项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填报流程。据
了解，个人所得税App软件已于近期
上线，纳税人可在税务部门官方网站
扫二维码或在主流应用市场下载使
用。按照规定，提前填报了专项附加
扣除信息的纳税人，在2019年1月份

发放工资时，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
除，从收入额中扣除这一部分金额及
其他的法定扣除后再计算个人所得
税。如果纳税人领取1月份工资前忘
记填报或者填报晚了，可以在2月份
或者以后月份填报并补扣享受。

据介绍，纳税人的填报方式有四
种：按照各地税务局公告的渠道下载
手机App“个人所得税”并填写；登录
各省电子税务局网站填写；填写电子
信息表；填写纸质信息表。电子和纸
质信息表都可以在各省税务局网站下
载。其中，选择在扣缴单位办理专项
附加扣除的，可以直接将纸质或者电
子表提交给扣缴单位财务或者人力资
源部门，也可以通过手机App或互联
网WEB网页填写后选择推送给扣缴
单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