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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政事

进入暑期，河道内游泳现象时有发生。为杜绝游泳

溺水悲剧的发生，在此区城市管理局河道处提醒广大市

民，一定要注意涉河安全，尤其是各位家长朋友，请切实

做好孩子的安全监护工作，孩子的人身安全无小事，千

万不要到河道游泳嬉戏，以免发生溺水事件，后悔莫及。

杭州市萧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

河道水深危险 生命脆弱可贵

各相关单位：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现就历年来留存在我中心
的项目投标保证金清退工作通知如下：

一、请涉及企业尽快做好相关信息的核对，并
于2019年7月20日前将《保证金退付函》原件书
面或快递至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
心。如有单位名称或账户信息变更的，须同时提
供变更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以便及时办理退付
手续。

二、涉及项目的招标人如对清册内容存在异
议或认为投标保证金不符合退付要求的，请于
2019年7月15日前向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
中心书面提出，逾期视作已签订合同和收取履约

保证金。
三、建设工程保证金清退工作在7月底前完

成。
四、联系地址：杭州市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四

楼173号窗口（市心中路1069号科创中心B楼），
收件人：李梦露，联系电话82899321。建设工程
联系电话：82899321、82899356。政府采购联系
电话：82899066、82899377。

五、历年留存投标保证金清册和《保证金退付
函》可到杭州市萧山区招投标管理信息网下载。

网址：http://zbjyw.xiaoshan.gov.cn/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
2019年7月10日

关于投标保证金集中清理退付的通知
新客理财产品推荐

联系电话：82739513；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支行网点。
扫一扫萧山农商银行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多银行动态。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特别提
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萧银理财增盈2019年第273期
（新客户专享）

募集时间

7月9日-15日

产品期限

36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起购金额

1万元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张尧北平

本报讯 近日，准备创业的小张，来
到区办事服务中心，为开办企业办理相
关手续。“没想到，一天内就办好，这对我
们这些创业者来说，真是太方便了。”小
张为高效的政府审批流程点赞。

今年4月，我区开始推进优化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改革，将
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税务发票申
领、税控设备发放和银行账户开户，按照

“一件事”的标准整合为一体，实现全流
程一个工作日内办结。截至目前，全区
约有1800户企业享受到了此项改革红
利，为企业节约开办成本54万元左右。

为了进一步鼓励创业创新，简化审
批流程，我区近日启动企业开办全流程

2.0改革，旨在持续提升企业开办全程网
上办、全程无纸化、全程“零见面”比例。
其核心方向，就是继续压缩办事环节、缩
减办理时间、降低开办成本。

作为此项改革的核心部门，区市场
监管局目前已经把企业开办全流程“一
件事”固化为“7410”标准：不超过7份材
料，不多于4个环节，常态化全流程1日
办结和公章刻制0费用。并在区办事服
务中心设置“企业一日开办”专窗，整合
材料受理和发票申领窗口，实现一窗进
件，并联办理，上门开户，一窗出件。

“企业开办全流程涉及市场监管、公
章刻制单位、税务和商业银行，在营业执
照审批完成后，各部门同时起跑，成为工
作推进的重点和关键。”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表示，该局联合区信息中心，以营
业执照、公章刻制1小时办结，税务发
票、银行开户2小时办结为硬指标，在

“一窗受理”平台基础上，增加了“企业开
办全流程一件事”功能，保障全流程可量
化、可监控、可知晓、可追溯。

针对企业开办的不同需求，区市场监

管局将办事套餐细化为3大类6个套餐，
允许办事群众在营业执照、公章、发票、银
行开户、银行开户预约等事项中任意选
择、任意组合，实现企业开办点餐式服务。

为了实现行政审批的数字化转型，
充分发挥全程无纸化申请的优势，我区
鼓励企业通过全流程电子化设立登记申
报，同时允许申请人申请照、章、发票、开
户材料省内免费快递送达，取消发放纸
质版《企业登记核准通知书》，利用数据
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电子营业执照和营业执照二维码，实现
部门间企业数据共享，杜绝提交企业信
息相关额外证明材料。

接下来，区市场监管局将以一窗通
办、一网通办、全程通办、闭环通办、同城
通办、证照联办为主要抓手，联合各相关
部门，努力解决企业法定代表人多次实
名认证、各部门系统数据交换速度、企业
申领发票开户欲望不强等问题，打通企
业开办全程零见面、零上门梗阻，并适时
将企业开办专窗延伸至瓜沥分中心和临
浦分中心，实现改革再提升。

企业开办全流程1日内办结 1800户受益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日前，亚洲残疾人奥林匹克
委员会（以下简称“亚残奥委会”）第22
届执行委员会会议确认了杭州2022年
亚洲第4届残疾人运动会（以下简称“杭
州亚残会”）的开闭幕时间。杭州亚残会
将于2022年10月9日开幕，10月15日
闭幕。

执委会会议还确定了杭州亚残会将
设置包括田径、游泳、盲人门球等在内的
22个竞赛项目，竞赛场馆将沿用杭州亚
运会场馆，并同步提升无障碍设施，适应
亚残会竞赛需求。

据了解，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于
当年9月10日—25日在杭州举行，目前
确定的竞赛大项为37个。根据杭州亚
残会《主办城市合同》规定，亚残会和亚

运会的举办要间隔15天。为减轻城市
运行压力，杭州亚残会开闭幕时间避开
了国内“十一黄金周”旅游高峰和赛事举
行人流高峰的叠加。接下来，亚运会组
委会将与亚残奥委会紧密合作，按“两个
亚运，同步筹办”的原则，以“阳光、和谐、
自强、共享”的理念筹备杭州亚残会，做
到“两个亚运，同样精彩”。

暑假期间，新华书店各门店成了中小学生看书学习的好去处。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书店走俏

杭州亚残会2022年10月9日开幕

■见习记者黄婷

本报讯 为更好地提升城市文明形
象，增强市民文明出行意识，由区文明
办、区交通运输局举办的出租车行业礼
让斑马线、安全文明我先行“礼让斑马线
2.0”启动仪式，近日在萧山出租汽车综
合服务区举行。

活动现场，来自春风车队、雷锋车
队、爱心车队等6支文明车队的出租车
驾驶员代表，在“十不原则”板上签字，并
作出承诺：严守职业道德规范，尊重乘客
意愿，文明安全行车；不碰违规经营红

线，不挑客拒载，不故意绕道；保证营运
服务动作规范，树立窗口形象意识，文明
参与交通，热心服务市民。“我开出租车
已经21年了，我认为我们出租车司机要
做一个表率，带领广大车主在斑马线前
礼让行人，为我们萧山文明城市窗口贡
献自己的力量，更好地迎接亚运会。”区

“美德标兵”、出租车司机王兴国说。
启动仪式结束后，行业志愿者在出

租车后车窗张贴“礼让斑马线、文明过马
路”宣传海报，并在街头分发宣传资料，
呼吁广大出租车司机文明行车。

为了持续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

接下来区运管局将继续做好宣传工
作，营造全行业参与活动的良好氛围；
继续组织行业自律行动，发挥协会组
织企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的作用；强化年度考核，形成优胜劣汰
机制，赋予提升动力，施加退出压力；
组建巡游出租车应急保障车队的力量
储备，鼓励巡游出租车行业继续做好
爱心公益行动。

聚焦文明城事

礼让斑马线2.0 出租车行业在行动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吴灿飞

本报讯 为深化市心路“文明示范
路”创建工作，昨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文虎带领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服务中
心、区城市管理局、区交警大队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对市心路沿线进行实地督查。

督查组一行沿市心路由北至南，边走
边看，对沿途斑马线、行人易横穿马路区
域、沿街商场等进行实地查看。督查组发
现，在行人易横穿马路区域，中间绿化往
往稀疏，容易跨越。督查组建议对绿化带
进行改善，增加绿化密度、硬度、高度，研
究设置物理隔离设施，让横穿马路者止
步。此外，不少市民反映斑马线标志不明

显，开车时容易忽视，督查组则建议斑马
线周围的绿化带高度适当降低，形成高低
差，让司机在行车时更容易发现斑马线。
当走到莱茵达广场时，督查组发现广场上
存在地面破损、绿化缺失、栏杆设置不合
理等问题，影响了整体环境，督查组要求
相关单位立即整改，按照标准抓紧修复。

下一步，各相关单位将按照时间节
点，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即时整改，并将
进一步加强日常管控，加大整治力度，巩
固市心路“文明示范路”创建成果。

“文明示范路”的建设，离不开萧山每
位市民的支持，希望广大市民能从身边做
起，从小事做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参与
创建“文明示范路”，维护城市形象。

区领导督查市心路“文明示范路”建设工作

■记者吴瑾熠

本报讯 区安监站近日组织开展了高
大支模架、深基坑的安全管理培训，400
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邀请了中建八局总承包公
司的多位专家进行授课。这些专家，不仅
对项目施工过程中高大支模架的安全管
理、施工安全进行重点讲解，还就深基坑

安全知识要点做了详细介绍，明确施工队
对深基坑支护、挖土、施工等注意要点。
最后，中建八局杭州奥体项目相关负责
人对实际施工中遇到的高大支模架及深
基坑安全管理问题，分享了相关经验。

通过此次培训，与会人员对分部分项
工程的安全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进
一步提高了建筑工地管理人员的安全生
产意识和业务知识水平。

■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2019年下半年浙江省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将于10月19日至20日进
行，考生需登入自学考试信息网（zk.zjzs.
net）进行网上报名，网报注册将于7月12
日16点30分截止。

需注意的是，首考生和续考生报名存
在差异。首考生报名，登录报名网站进行
注册时，需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照片，经
审核通过，3天后，可进行课程考试报考。
报考时间为7月10日8点30分至7月16
日16点30分。

而续考生报考分为两类。至本次报
名时注册已满5年、但未重新上传近期拍

摄的照片的续考生，报考流程为先上传照
片，考生使用身份证号或准考证号登录报
名系统，登录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上
传近期拍摄的照片，并等待审核，截止时
间为7月12日16点30分。经审核通过，
3天后，可进行课程考试报考。其他续考
生，则可于直接登录系统报考课程。报考
截止时间为7月16日16点30分。

此外，报考护理学专科、本科及公安
管理本科，需符合特殊报考条件，详见报
考简章。同时，考生个人或社会助学单位
违反报考条件限制规定报考，分别由考生
本人或办理集体报名的助学单位承担责
任，并将受到不承认考试结果、不受理毕
业申请的处理。

区安监站组织开展工程安全管理培训

■通讯员王璐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区人民法院近日对萧山城投
集团原总经理助理兼土地资源开发部经
理曹某某受贿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区纪
委监委会同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此案庭
审旁听警示教育活动，近300人参加。

“非法收受沈某某所送现金共计价
值人民币10余万元”“非法收受王某某所
送现金共计200余万元”……一个个犯罪
事实，一组组犯罪证据，再现了被告人曹
某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
物500多万元、为他人谋利的具体情节。
现场旁听的党员干部表情凝重，接受了一
场“面对面零距离”的警示教育。

“同样作为国企工作人员，参加此次

庭审对我思想触动非常大。我在认真听
庭审的同时，不断代入自己的工作角色，
对照检查以往的工作过程，查找今后需要
改进的地方。用熟悉的‘身边事’教育相
同身份的‘身边人’，真正让我们明白了

‘手勿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区环境集
团的一位员工感慨万千。

此次旁听庭审是全区警示教育月活动
之一。近年来，萧山区纪委监委始终注重
做好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深化廉政警
示教育，坚持用好身边“活教材”，把案例做
成“最好的教科书”，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责，落实重案要案旁听庭审制度，充
分发挥法庭警示教育课堂的“面对面零距
离”效应。近年来，累计已有2000名干部
参加此类庭审旁听，接受警示教育。

区纪委组织开展庭审旁听警示教育

下半年省高等教育自考网报注册本月12日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