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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担保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党建联盟签约仪式圆满举行
■记者尹向群实习生周依通讯员俞珊珊

7月31日，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
公司与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在萧山
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举行了党建联
盟签约仪式，着力构建“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党建工作新格
局。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是区
委、区政府为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由萧山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下设的国有独资企业，一直以来致力
于帮助小微企业解决担保难、融资难
的问题。而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在

业务方面也向产权清晰、经营情况良
好的中小微企业倾斜，与再担保公司
的服务对象有着契合之处。

仪式上，杭州再担保有限公司支
部书记刘翌和杭州联合银行萧山支行
党支部书记孙亚萍对党建情况进行介
绍。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唐飞燕对再担保公司的主要情况进行
发言，提出在总体有利的政策环境下，
公司对帮助小微企业进一步解决担保
难、融资难问题的优势以及公司现有
产品和风险防控举措，期待未来双方
进行更深入的合作。随后，孙亚萍行

长表示，杭州联合银行业务产品具有
一定的特色，特别是针对服务中小企
业更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希望能够
以开展党建共建为契机，实现双方业
务优势互补，更好地服务萧山辖区中
小企业。

杭州萧山再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如春对党建联盟的成立表示祝贺。
张如春在讲话中指出，协议的签订只
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双方要密切协
作，取得新突破，推进双方党务工作、
业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签约结对共建，共同打造党建服

务联盟即是双方党组织发挥党建引领
的有力举措，也是双方业务合作的开
始。联盟的建立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
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党建工作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以党建引
领赋能担银高质量发展。与杭州联合
银行的签约只是一个起点，再担保公
司将继续通过与各大银行的合作，不
断推进自身发展，真正实现党建引领，
把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等落到实处，
共同助力萧山区产业的转型升级。

签约仪式现场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临浦镇第一幼儿园停车场
暑期能否开放？

网友“微信用户”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临浦镇第一幼儿园的
停车场在暑期能否开放？现在放暑
假，幼儿园的停车场一直关着，浪费
资源，能否开放供周边居民使用？

临浦镇回复：幼儿园因地基沉
降原因，于7月28 日开始进行大门
维修，大门全面拆卸修整，工期约20
天，为保障幼儿园大门进出安全，以
及施工期间的停车安全，故暂时不
能对外开放停车场。

能否在四季华庭西门左侧
增设公交站点？

网友“七月蓝”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新塘街道绿都四季华庭
小区自2015年开始陆续有业主入
住，小区门口没有公交站，出行困难
一直是这个小区居民每天面临的问
题。近两年，随着南部卧城规划建
设的较快发展，附近又增加了尚海
湾、恒大帝景和香悦半岛等几个小
区，但附近仅有一两条公交线路，严
重影响居民的工作、生活质量。想
请有关部门在四季华庭西门左侧增
设公交站点及开通几条公交线路，
走名门世家、区消防大队、朝晖小
学、风情大道等站点。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目前四季
华庭小区南侧约 250 米处，育才路
上有吕才庄公交站，该站点有公交
296路、412路、1597路途经停靠。

小区北侧约 400 米处，晨晖路
上有晨晖路通惠路口公交站，该站
点有公交708路、728路、739路途经
停靠。

通过乘坐上述公交线路，可方
便到达城区各地铁站、学校、医院、
超市等地点，已基本能够满足小区
老百姓的日常公交出行需求。同时
在今后的工作中，区运管部门和公
交公司也将根据市民的建议不断对
该区域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
方便市民的公交出行。

反映南城景园小区
停车难问题

网友“No.3”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所前镇里士湖社区南城景
园小区居民平时工作、生活主要在
城区，由于距离远且公共交通不发
达，私家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随
着入住率不断提高，停车难问题变
得非常严重。

为了改善当地居民停车状况，
提出以下建议：协调镇农副产品综
合市场停车场，降低停车费用，提高
停车场使用率；学习城区做法，与交
警部门协调，允许里士湖路下班时
间居民停车，缓解居民停车难。

所前镇回复：所前镇农副产品
综合市场南北两个停车场，是为了
方便居民购物，农贸市场及周边商
户经营活动，维护市场周边秩序良
好而设置的。

停车管理方案规定，到市场管
理区域内购物的车辆驶入停车场，
有 1 个小时的免费临时停车时间；
停车2—4小时，收费8元；停车4—8
小时，收费 12 小时；停车 8 小时以
上，收费 16 元，收费并不高。而且
市场在上半年也以 240 元/月推出
40 个车位方便业主停车，但仅有 8
人报名。

市场近郊南城景园的业主，首
先应考虑从小区内部挖掘潜力，解
决停车难问题，希望小区业主们能
够理解。

里士湖路安装有违停自动抓拍
系统，经与交警大队联系，主要在早
上7时到晚上7时进行违停自动抓
拍。南城景园周边有农贸市场停车
场，目前情况看空车位较多，居民可
进行合理安排。

咨询萧山国有土地征收新政

网友“金GH”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萧山国有土地征收新政
条款中第四章第十五条“征收非住
宅房屋一般以货币补偿为主，其房
屋价值（含土地，下同）按评估价值
给予补偿……”此条款中非住宅房
屋是否包含工业用房？新政确定工
业用房补偿也是房地合一补偿吗？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经
了解得知，非住宅房屋包括工业用
房、商业用房、综合用房。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等
相关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须由
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
办法》（建房〔2011〕77号）进行评估
确定。

上述条款适用于征收非住宅中
的工业用房，将按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评估确定的房屋价值（含土地）
给予补偿。

109名残疾人喜提新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文/摄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徐锋

本报讯 近日，家住宁围街道宁新村
的徐福爱笑得合不拢嘴，这是因为开上了
崭新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生活的半径大
了很多。“新车考虑了肢残人士的身体状
况，上下车感觉很方便。这几天使用下来，
开得很顺手了。”徐福爱笑道。

原来，7月24日至29日，区残联联合
相关部门在区特殊康复中心开展2019年
残疾车购新工作第二阶段，完成了全区
109辆残疾车的购置工作。

区残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残疾车作
为一种特殊的代步工具，为下肢残疾人士
出行带来了便利。不过，无牌无证也没有
上保险的老旧残疾车开在路上，不光影响
市容市貌，也对残疾人的自身安全存在一
定威胁。为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切实维护下肢残疾人依法使用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代步权益，改善残疾人生活状
况，今年5月28日起，区残联联合区“两非
办”、区交警大队车管所、保险公司积极开

展2019年下肢残疾人购置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工作。

经过前期摸底调查、交规培训、交规测
试、选车和订车等工作，随着近日残疾车购
新工作第二阶段的开展，区残联联合相关
部门对已经订车的残疾人办理购买新车、
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手续，对已经挑选好的

残疾车进行上牌等工作。
购车结束后，从残疾车主的安全角度

考虑，工作人员还将残疾车集中装运至残
疾人所在镇街，给残疾车主带去了便利。

接下来，区残联及相关部门也将继续
提供教学指导，帮助残疾车主学习巩固驾
驶残疾车辆。

文/记者 项亚琼 实习生 杨曼
摄/通讯员 平凡

本报讯 持续的高温天让不少人大
呼“太热”，就连各类绿化苗木也面临着

“烤验”。为巩固绿化成果，提高苗木成
活率，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采取有
效保护措施，进行“抗旱保绿”行动。

目前，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部
署实施的“抗旱保绿”行动涉及范围除
了城区，还有东至衙前、西至风情大道、
南至亚太路、北至高教园区这块区域，
包含这些区域内的道路绿化、公园绿化

以及山林草木。
“抗旱保绿”行动原定于7月27日

正式全面启动，但当天下午突然而至的
一场及时雨，正好让城区的绿化解了

“渴”，因此当天只针对没下雨的高教园
区进行了养护浇水作业。

面对连日出现的高温天，区市政绿
化养护保障中心针对不同地点的需求，
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进行养护工作。由
于白天路面温度过高，道路绿化的养护
一般安排在晚上7点直至次日凌晨。除
了平常的洒水车浇水之外，高架边的绿
化采用滴灌的方式进行浇水作业，部分

滴灌难以接触到的区域也同样使用洒
水车浇水。

由于公园的地面基本由植被覆盖，
因而养护时间较为充足，分为上午10点
之前和晚上两个阶段，采用喷灌和普通
水管浇水两种方式进行养护作业。

山林草木在炎炎夏日有着极大的
安全隐患，若枝叶过于干燥，易自燃产
生明火。因此，山林的专管员和养护工
人除了日常保洁、修剪枯枝烂叶以及病
虫害防护工作外，也要进行“抗旱保绿”
浇水养护工作，确保山林绿化水分充
足，为喊“渴”的草木送去夏日清凉。

高温“烤验”难熬 市政绿化部门送来“及时雨”

夜间绿化浇水

■通讯员 孔林

本报讯 近日，许女士在浙江
萧山医院顺产分娩5.2千克“巨大
儿”后，脸上略显疲惫。

“我孕期没胃口，就喜欢吃西
瓜、葡萄和榴莲，没想到孩子变得这
么大。”许女士在孕早期体重增长不
明显，家人很是担忧，老人觉得胎儿
应该越大越好，想方设法让许女士
多吃些。恰好天气炎热，且许女士
对西瓜“情有独钟”，家人便全力满
足。看到产下的“巨大儿”，助产士
和家属都有些后怕。

浙江萧山医院产科三病区医生
桑霞说，由于妊娠期孕妇对糖的代

谢能力相对减弱，西瓜、葡萄、榴莲
等水果糖分含量高，大量食用容易
导致糖代谢紊乱诱发妊娠期糖尿
病，甚至导致胎儿体重剧增而无法
顺产。

近年来，由于对孕期营养的过
度重视，加上缺乏孕期运动，“巨大
儿”出生率明显增加。“巨大儿”明显
增加了剖宫产率，还会引起颅内出
血、锁骨骨折、臂丛神经损伤等，且
容易造成母体软产道损伤、产后出
血、盆底肌肉松弛，盆腔脏器脱垂等
并发症。

医生提醒：夏日饮食宜清淡、适
口、易于消化，力求种类丰富、营养
齐全，特别是孕妇要注意科学饮食。

孕妇猛吃西瓜 产下5.2千克“巨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