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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水深危险 生命脆弱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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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工业大学成教学院继续和杭州市总
工会合作，开展“2019年资助优秀外来务工
人员上大学活动”，作为浙江工业大学成教学
院萧山分院（萧山电大），凡在我院报读浙工
大成考本科的考生，将有机会获得市总工会
7000元定额资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资助名额：全市共资助1100名优秀
外来务工人员读大学；

2.资助对象：在杭州市工作，已签订劳

动合同，加入工会组织，缴纳6个月以上社
会保险，年龄在18-45周岁，并且具有国民
教育系列大专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

3.优惠政策：报考浙江工业大学本科学
历教育，由市总工会定额资助7000元，其
中，毕业前被评为区县（市）级（含）以上劳动
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给予全额资
助；符合市总工会资助条件的学员，本科就
读过程中，浙江工业大学将给与理工类专业

900元、经管类专业810元的学费优惠。
4.报名流程：报考本科的职工可在市总

工会网站（http://sdx.hzgh.org/）报名并
上传材料，报名截止：2019年7月13日，审
核通过的报名者将在7月底收到短信，或在
报名网站查询。也可到电大萧山学院招生
处报名。详询82665050、82663950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
2019年7月6日

2019年“资助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上大学活动”

报考浙工大本科学历教育，市总工会定额资助7000元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118号）
及《浙江省水利厅等五部门关于贯彻落实〈浙江省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我省全面开
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到2020年完成全部改革任务。

改革
由来

推进农业水价改革 加强农水设施管护

促节水节电减排 保工程长效运行

促进农田水利设施良性运行和农业节水减排。
改革
目的

我区改革任务总面积为35.8万亩。
1、2018年，我区编制完成了《萧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实施方案（2018-2020）》并通过区政府批复；完成改革
试点任务2000亩。

2、2019年完成新增改革任务18万亩。
3、2020年完成全部改革面积任务。

改革
任务

建立四项机制。
1、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2、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3、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 4、用水管理机制。

改革
机制

通过安装自动化计量设施及全区泵站率定来精确计
量农田用水量，根据考核结果进行相应的补贴，补贴资金
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

1、典型灌区安装自动化计量设施。
2、一般灌区通过泵站率定以电折水。
3、补贴资金全额用于农田水利设施维修管护。

改革
措施

田间放水不跑马，水量够用关电闸。
节约用水有奖励，一亩可得三五八。
日常管理勤检查，补贴资金全额花。
分级考核抓落实，水价改革惠农家。

改革
口诀

萧山区农业农村局 宣

线上线下联动 临浦交通宣传入户入心

顺坝村有支星火护河队

下周三 5类公交卡停充 可免费更换“杭州通”

瓜沥召开半年度经济工作会

我区召开浙江省食品安全区
暨放心市场创建工作推进会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边程程

本报讯 在临浦，线上有“平安钉”
和“四个平台”，线下有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宣传活动，交通安全宣传可谓层层
渗透，真正做到入户入心。

小城市要发展，平安是“1”，其他都是
后面的“0”。在区文明办、区交警大队指
导下，临浦镇成立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行动年工作领导小组，由镇主要领导挂
帅，统筹各部门科室，层层落实责任制，一
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全力推进道
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行动年各项活动。

年初，临浦镇创造性地将办公软件
“钉钉”运用到平安临浦建设中，成为名
副其实的“平安钉”。全镇道路交通状况
也因为这枚“平安钉”正发生着不小的改
变：十字路口交通指示灯故障了，居民或

网格员只要“钉”一下就能快速上报处
理；马路上有“炸街党”飙车，“钉”一下，
问题就反馈到了交警手中……此外，通
过线上“钉钉”，临浦镇也将交通安全宣
教“钉”进了每家每户，并迅速渗透。

而在线下，各类别出心裁的交通宣
传活动也在全镇掀起热潮。如，从今年4
月下旬开始，该镇开展了为期近2个月
的“平安临浦平安行”道路交通安全主题
宣传活动，并开启村级平安巡演模式，结
合送戏下乡，镇级1场，村级11场，以交
通三句半、莲花落、小品、诗朗诵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将平安宣传延伸到末
梢，覆盖村民4000余人次，让群众在视
听享受中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制
观念。

该镇还积极组织网格员、交通安全
劝导员上门入户，对辖区内村（居）民每

月开展不少于一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展一次面对面
宣传教育并签字背书。截至目前，全镇
共发放各类交通宣传资料30000余份，
各村（社区）签字老人达到16000人，基
本实现全覆盖。此外，在重要道路口、居
民聚集点，累计悬挂横幅100余条，宣传
海报400多张。

6月下旬以来，该镇持续开展了交通
安全“乡音乡语”宣讲活动。镇村两级宣
讲员，结合每周在老年人活动室播放的
警示视频，用“乡音”进行讲解分析，帮助
群众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形式多样、内容多元的宣传，润物无
声，却也有看得见的成效：今年4月，全
区电动车头盔佩戴率抽查11个镇街，临
浦镇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全镇交通事
故死亡率同比下降50%。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从2017年开始，我区正式
启动省食品安全区创建工作，根据创建
工作安排，今年萧山将迎来省创评价。
同时，省放心农贸市场创建被列为杭州
市政府今年为民办实事工程。昨日下
午，我区召开浙江省食品安全区暨放心
市场创建工作推进会，副区长罗林锋出
席会议。

会议指出，上半年省食品安全区和
放心农贸市场创建工作取得新成效，全
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在相关领导高
度重视下，各职能部门大力支持、积极
落实，镇街平台充分发挥属地责任，通
力合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上半年度食
品安全工作亮点纷呈。

会议强调，食品安全无小事，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创建工作既是实现
我区发展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民
生服务的现实需要。要在思想上高度
重视，切实增强抓好创建工作的责任
感，地方党委政府要落实党政同责要求，
相关职能部门要明确定位落实责任，同
时严格督查督办落实奖惩举措；要明确
思路，把握创建工作的基本要求，发挥苦
干实干巧干精神，全面提升我区食品安
全总体水平；要集中精力开展好宣传工
作，营造氛围，不断提高群众对创建工作
的知晓率、支持率和满意度。

据了解，今年7月到9月，萧山将迎
来省放心食品安全区创建评价，评价步
骤包括八个阶段，目前我区处于第一阶
段。同时，经过前阶段摸底调查，今年
我区确定10家农贸市场作为省放心农
贸市场创建对象，创建总量居全市各区
县之首。

■见习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王炜

本报讯“只需一分钟，老卡换新
卡。”近日，在地铁人民路站进站口，相关
工作人员正在办理换卡业务。原来，自7
月17日（下周三）起，杭州5类公交卡将
在部分网点停充并将陆续停止地铁使
用，统一更换成“杭州通”卡。

为了配合地铁新线建设，同时也为
了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提升安全性，杭
州市民卡有限公司对公交卡进行整体升
级，新发行的公交卡统一为“杭州通”系

列卡。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停充
的公交卡包括老年C卡、公交A卡/D卡/
T卡及停车卡等5类公交卡,自7月17日
起部分网点停充，9月18日起全部网点
停充。后续这5类卡将陆续停止地铁使
用。”手上持有“杭州通”系列卡（以卡面
上的“杭州通”字样为准），则可正常使
用，无需换卡。

据了解，市民凭原卡和有效身份证
件可免费换卡升级，换卡时老卡余额将
同步转移至新卡。萧山市民可就近到公
交公司负责的公共自行车管理中心、通

惠路公交站、汽车总站、市民之家公交充
值点进行更换。此外，在地铁一号线终
点站湘湖站，二号线人民路站、人民广场
站、建设三路站均设有“杭州通”自助换
卡机，可进行公交A卡/D卡/T卡（不含
老年C卡）自助换卡，老年卡只能在充值
点更换。

更换后的所有“杭州通”系列卡均享
受换乘优惠，即90分钟内公交和公交之
间、公交和地铁之间换乘，可享受最高2
元的减免优惠。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凌金林

天刚蒙蒙亮，宁围街道顺坝村的一
位老人就熟练地戴上红袖章，拿上编织
袋，便来到家门口的顺坝环村河岸，拾捡
河道两边的垃圾……

这位老人是顺坝村老主任倪金贤，
退休近 10 年的他成了一位护河带头
人。像倪金贤一样，顺坝村成立了一支
党员护河队，取名星火护河队，共有46
名队员，每位党员包干认领一段河道，每
天清扫巡逻，守护一方岸清水美。

队员们有的拿着夹子、有的带着扫

把、有的提着垃圾袋，每天沿着河道清理
两旁的白色垃圾、生活垃圾等。在日常
巡河过程中，队员们还会号召身边的亲
友和群众共同保护环境。顺坝村还将专
门制作河道包干指示牌，标注包干的党
员志愿者姓名、口号等信息。

此外，顺坝村还专职聘请了河道保
洁员，全天不定时驾船清理垃圾，维护环
村河河道环境。

近年来，宁围街道将创建“美丽宁
围”作为主要工作，全力推进全域环境提
升。今年4月，宁围街道打响环境卫生
大整治百日攻坚战，围绕“四清”“四补”

“四控”，一手抓面上整治，一手抓专项整
治，切实做好全域环境整治。

截至目前，街道及各村、社区共发动
党员干部、志愿者约18000人次参与环
境整治行动，出动机械600余台班，清理
堆积物3381.3吨、乱搭建397起、“牛皮
癣”17300余处、飞线废杆670余处，补
路面4400余平方米、补绿化3.36万余平
方米、补安全设施31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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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国强

本报讯 昨日，瓜沥镇召开半年度
经济工作会，总结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
情况，分析当前形势和发展趋势，部署
下阶段各项经济工作，动员全镇创新思
变，大干快干，确保按目标完成全年经
济发展各项任务。

上半年，瓜沥镇按照区委要求，围
绕“兴城拓港”战略部署，齐心协力，负
重奋进，总体经济呈现企业运行稳定有
序、投资信心稳中向好、财税增长稳中
有进、规划建设稳步推进、服务措施稳
健有力的良好局面。1-6月份，全镇完
成财政总收入15.11亿元，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8.59 亿元，分别增长 2.39%和
2.57%。规上企业比去年增加10家，达
到229家，占比超过全区1/6。

就如何干好下半年经济发展各项
工作，该镇要求，全镇各企业要转型求
变、各单位要改革谋变、全镇上下要创
新思变，举全镇之力，围绕区委、区政府
的工作部署，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加快
发展”的总基调，增强发展信心、保持战
略定力，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强信心，
敢于抢抓机遇；强合力，善于服务保障；
强内功，勇于创新创强；强措施，精于防
范风险，努力实现“稳中有变、变中取
胜”，争取全年红，实现“兴城拓港”新作
为。

（上接第 1 版）与宋宇抱有同样想
法的，还有7名萧山援疆老师：沈迪锋、
王琴、戴建源、姚仁杰、曹灿刚、魏友武、
程添珏。他们来自萧山不同学校，却有
一个共同的使命：到新疆阿克苏地区进
行支教。

王琴是城南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老
师，去年8月，她踏上征途，并给自己定
下一个目标：在顶岗教学的同时做好

“传帮带”，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

师队伍。
今年开学伊始，王琴所在的阿克苏

第十五中学开设了一个一年级“杭州
班”，王琴担任品德老师。从初中到小
学，尽管教学对象变了，但教学理念却
始终没有变，她常常将折衣服等日常生
活场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学习知识。如今，这样的理念也深深影
响了当地教师，新颖且有趣的课堂让阿
克苏地区教育增色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