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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城管先锋

记者 周颖 项亚琼 整理

咨询事业单位子女统筹医保

网友“飞天使”向网络问政平台
咨询，事业单位的子女统筹医保要怎
么取消？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如果
要办理停保手续，请您携带提供子女
医保证历本、市民卡、办理子女参保
手续方的家长身份证、办理人身份证
原件，于每个月20日之前到社保中心
（萧然南路373号）办理。

咨询法定年休假中
工作年限的计算

网友“persisty117”向网络问政
平台咨询，《劳动法》规定，职工累计
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
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
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其中工作年限的判定是以什么为标
准？如果中途换工作，新公司工作年
限按入职日期开始计算，是否合理？
例如入职日期为1月10日，到12月
31日，工作年限是算1年，还是要到
次年1月10日才算1年？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
四条中的“累计工作时间”，包括职工
在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
单位从事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法
服兵役和其他按照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和国务院规定可以计算为工龄的
期间（视同工作期间）。

职工的累计工作时间可以根据
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记录、劳
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
明材料确定。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第三条中的“职工连续工作满12
个月以上”，既包括职工在同一用人
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
也包括职工在不同用人单位连续工
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

地质勘探致早高峰交通拥堵

网友“liukuangxu”向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风情大道出湘湖隧道苏黎
世小镇到奥兰多小镇部分最右边车
道，一直在地质勘探施工，造成早高
峰道路拥堵，不知道此处施工是做什
么用的，什么时候结束？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了
解得知，网友反映的风情大道（苏黎
士小镇—奥兰多小镇）地质勘探系风
情大道改建工程（金城路—湘湖路
段）项目地质勘测，预计2周内完成。
给您及广大市民朋友带来的诸多不
便，敬请谅解。

反映液化气价格问题

网友“我农民”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最近石油价格在降汽油价
格一直在降，为什么液化石油气还是
每瓶125元？

发改局（物价局）：根据浙江省定
价目录，瓶装液化气价格实行市场调
节价，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和市场
供求情况自主确定销售价格。

经了解，萧山萧燃燃气配送公司
根据自身经营成本和周边城区的液
化气销售价格（目前杭州市区销售价
格为128元/瓶），确定销售价格为125
元/瓶，同时根据路途远近和楼层高
低收取5—12元/瓶送气服务费。

商城社区何时优化改造？

网友“zzzc”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询问，区城投集团官网在交通枢纽
——火车杭州南站周边改造中提到，
会对商城社区进行优化升级，想问一
下具体何时进行？

区城投集团回复：根据萧土资
（2017）83 号、萧住建房（2017）21 号、
萧发改（2017）87号《关于印发<萧山
区 2017 年第二批房屋征收计划>的
通知》的文件精神，目前计划内实施
的商城社区棚户区改造范围为民生
陶瓷厂及其宿舍区域，该范围目前已
启动相关征迁工作。

商城社区其他范围的优化升级
工作，需待区政府下一步工作指示。

人行道地砖松动

网友“南方的狼”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晨晖大桥到高桥路区域
的人行道地砖松动，坑坑洼洼，下雨
天一踩一个空，亟需修补。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现
场核实，晨晖大桥至高桥路区域人行
道地砖确实存在松动现象。我们及
时组织力量，正在开展修复工作。

朱富强：执法用上科技手段

文/摄 记者 项亚琼

“起飞！”随着操作员的一声令
下，一架无人机缓缓升空，2分钟后就
升到距离地面50米的空中，悬停并
进行环绕摄像，屋顶油烟净化装置的
相关画面在第一时间传输到地面的
显示屏上。区城管局临浦中队的执
法队员朱富强根据无人机拍摄的画
面，用科技助力城管执法工作。

整治餐饮油烟污染，是近年城市
管理工作的重难点工作之一。“无人
机排查，最大的好处就是高效便捷。”
朱富强说，它可以轻松解决目前执法
取证中遇到的“盲区”。

2018年上半年，临浦中队积极
组织开展餐饮油烟整治行动，在楼顶
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首次借助无人
机，取证并查处了辖区峙山北路某饭
店擅自拆除屋顶油烟净化设施案，让
违法行为无处遁形。除此之外，借助
无人机这一科技手段，临浦中队还取
证查处了辖区内3起违法建设案件，
精细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城市管理为人民，城市管理靠
人民”，在日常执法工作中，朱富强始
终秉承执法为民的理念，善于换位思
考，在执法与服务之间寻找平衡点。
2018年7月，临浦中队接到群众反映
辖区某工地夜间施工（夜间指晚22点
至次日6点）噪音扰民。另一方面，夏
日里受高温天气影响，为确保生产安
全，工地午后施工时间有所推迟。朱
富强在了解这一“两难”情况后，多次
走访工地，了解工艺流程，为施工单
位制订科学的作业时间表，有效避免
因长时间连续作业导致的夜间施工
扰民问题，及时化解矛盾。

而对于一些施工单位未经环保
夜间作业审批又野蛮施工进而造成
噪音扰民的行为，则坚决予以打击。

2018年3月14日，朱富强通过执法
记录仪动态取证，对辖区某工地擅自
夜间施工的违法行为，开出了临浦中
队第一张违法夜间施工罚单。

城市管理者，既要埋头苦干，又
要学会宣传，要让广大群众充分知
晓和理解城管工作，进而广泛参与。
自2005年通过统一招考进入城管队
伍以来，朱富强先后在局属中队、信
访中心、科技科、宣教科、局团委任
职，成为一名城市管理“多面手”，
2017年底因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临浦
中队。在日常执法中，朱富强充分发
挥宣传特长，以敏锐的嗅觉、独特的
视角，挖掘城管亮点，通过PPT、抖
音、“双微”等方式，积极为部门、镇街
宣传提供一手新闻素材，传递城管正
能量。同时，通过“以案说法”的方
式，将枯燥的法规融入生动的案例，
让执法与宣传无缝对接。2018年，
累计上报各类宣传信息300余条。

本周六“小寒”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来了

文/记者 项亚琼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雨雨雨
暖湿气流来“捣乱”

昨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班的
上班，上学的上学，日子又踏上了正常轨
道，新的一年就这样徐徐展开。

前天深夜开始到昨天上午，一股比较
弱的暖湿气流来袭，我区也出现了零星的
雪花，由于总体近地面气温在1℃—2℃，
以小雨为主。这股暖湿气流只是冷空气过
后的前锋，后面一股更强的暖湿气流在路
上。今天，高空水汽仍然较多，虽然不会下
雨或者下雪，但是厚厚的云层足以让太阳
感到力不从心。

今天夜里到5日，暖湿气流强势来袭，
4日白天小雨为主，4日夜里到5日雨量更
大，至少有中雨。6日会有降雨间歇，虽然
不下雨，但云层仍然较多，太阳可能遮遮掩
掩，偶尔露个脸。

7—8日，暖湿气流又会搞个突然袭
击，阴雨天气占主角，冬天暖湿气流这么活
跃和强盛是非常少见的。目前来看，1月
上旬都以暖湿气流活跃为主，阴雨天气较
多。气温比前几天明显升高，预计从今天
开始，最高气温会上升到10℃左右，最低
气温从5日开始将会达到6℃—8℃。

阴阴阴
未来两周太阳难得一见

这样的天气和气温下，阴冷的感觉还
是非常明显。未来几天，冷空气小打小闹，
阳光偶尔会有，但是给不了大晴天，阳光最
好的日子最大可能是6日。

自从2018年12月以来，太阳似乎生
病了，躲起来不肯见人，就没几天像样的大

晴天。想要见到大太阳，只有北方强冷空
气南下后，才会一扫阴雨天气，但得等到1
月中旬了。

5日（周六）就是“小寒”节气了。别看
“小寒”“大寒”的名字不如“小雪”“大雪”那
般有更直观的冷，但实际上，这是我国一年
中最冷的时段。每年到了这两个节气，大
概是因为太冷了，人们总会很“计较”地把
这两个节气比来比去，到底是“大寒”冷还
是“小寒”冷？

央视气象主持人宋英杰曾经把全国
120个城市（地区）有气象记录以来小寒与

大寒的气温做过统计对比，结果发现，61%
的地区，“小寒”更冷；32%的地区，“大寒”
更冷；另有7%的地区基本持平（差距小于
0.1℃）。对南方和北方城市的分类统计发
现，南方城市大部分是“小寒”更冷；北方城
市则是“大寒”更冷的多一些。

根据流传下来“数九寒天”的算法，从
1月9日开始，我们就会进入到“三九四九
冰上走”的“三九”了。不管是反映寒冷程
度的“小寒”节气，还是代表着最冷日子的

“三九”，都传递出同一个信息：一年中最冷
时段要开启了，天还会冷下去。

朱富强日常执法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孙娜

本报讯 “爸爸你看，那里的烟好大
啊！”2019年元旦当天，临浦专职消防队队
员冯楠带着妻儿在航坞山瞻仰消防烈士
纪念碑后，本想去医院检查身体，但路遇
火灾，他毫不犹豫挺身而出，与现场消防人
员一起阻止了火势蔓延。

今年元旦，冯楠带着妻儿来到航坞山
瞻仰三位英烈，听到儿子喊叫后，他发现山
下浓烟滚滚，怀疑是厂房起火，于是立刻开
车向火场奔去。

到了现场，冯楠看到火势较大不容乐
观，便让妻儿在车里等待，随后和市北消防
中队的指战员在厂区西面设置水枪阵地，
控制火势向西侧蔓延；接着，又马不停蹄和
钱江世纪城中队的指战员设置远程供水分

水器，为前方中队铺设整理干线，引导疏散
群众……当天下午2点30分，在现场消防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火势得到明显控制，这
时候冯楠才有时间停下来歇口气，隐隐感
到伤口有点疼。

原来，前段时间冯楠刚刚动完手术，还
在休假恢复期间，本来打算从航坞山下来
后去医院复查。由于路上遇到火情，强烈
的敬业精神让他立即投入到灭火战斗中，
火灭后错过了复查时间。

回忆起当天情景，冯楠笑道：“早饭中
饭都没吃，但面对火情觉得责无旁贷，必须
上去救火。”

今年29岁的冯楠家住进化，曾是金利
浦消防队一名专职消防员。凭着对消防救
援的一腔热情，他入队半个月后便冲在了
一线救援现场。作为一名专职消防队员，

在扑灭火灾和救援过程中时常有危险发
生。一次，萧山南片一处老房子着火，冯楠
和队员们在灭火时房子突然坍塌，他幸运
地逃过一劫。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
的是一些大型厂房发生火灾，冲进去救火
时因为浓烟，容易找不到出路。

因为时常与危险相伴，冯楠的家人并
不赞同他做这份工作，但他坚持了下来。
2017年，已小有名气的冯楠来到临浦专职
消防队。

2013年元旦，尹进良、陈伟、尹智慧三
名消防英雄在瓜沥临港工业园区友成机工
有限公司发生火灾中英勇牺牲。冯楠是个
重情重义之人，当年他也在现场救火，此后
每年元旦，他都赶到航坞山瞻仰烈士。以
前是一个人，结婚后他带着妻子来，儿子出
生后则是一家三口一起来。

路遇火灾 专职消防队队员挺身而出

昨日，我区正式启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制发的第六版出生医学证明，在原防伪印制技术基础上，将出生医学证明（第五版）封底标注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制”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监制”，其他文字、格式以及所有防伪点未改动。

记者 郭立宏 通讯员 孔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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