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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王慧青

半年多时间，在全区如火如荼开展的
“夜学”到底给干部留下了什么？“请来的
是行业大咖、专家学者，带来的是新思想、
新思路，提升的是眼界与格局，留下的是
本领与能力。”许多干部有这样的感受。

格局决定干事的魄力和勇气。当前，
数字经济风生水起，作为传统工业强镇，
新塘如何为传统产业装上“数字”引擎？
这个命题很大，但却是街道必须面对的现
实问题。为此，“新塘夜学讲堂”专门请来
了数字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浙江省工业
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兰建平授课。兰院
长高屋建瓴，重点讲解了人工智能、区块

链、云计算和大数据“四大工具”，让听课
的干部们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新经济的落地发展，离不开夜学中
新思想的引领与传播。”新塘街道相关负
责人认为，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企业上
云等夜学课程的开讲，在某种程度上提
升了干部的站位，激发了他们创新思维、
接轨新经济的意识和热情。今年以来，
新塘街道以电商直播基地“云创直播小
镇”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数字
化，接下来还将推进羽绒企业上线运营，
再现羽绒强镇风采。

提升眼界，仅是一个方面。机关“夜
学”的关键在于“学以致用”——以夜学为
媒介，提升干部综合素质，从而推动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更上一层楼。政府产业基
金是推动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
模式，作为一种新事物，如何充分运作，
使之发挥作用？前不久，区财政局邀请了
浙江财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
中，他从市场化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政府
基金运作的现状、概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和对策。“以前都是在干事中总结经验，这
次学习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让我对政
府产业基金有了系统性的认识，为下阶段
工作开展带来了新动力。”区财政局相关
业务人员听后这样感慨。

聚焦业务水平提升，已成为各单位夜
学中的“主旋律”。肩扛萧山建设重任，今
年以来，区城投集团举行了PPP专题学习、

EPC项目管理专题学习、招投标制度学习
等业务提升夜学课程。在这些课程中，不
仅“听人讲”，也“自己讲”，“我的工程管理
故事”就是城投夜学的一大亮点，通过项
目一线职工上台分享创新经验的形式，让
大家对提前项目布局、优化系统管理、加
快项目推进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夜学”是一个大学习平台，也是一个
展示、分享的舞台。眼下，夜学带来的积
极影响正逐步向村社一级延伸。在一场
别开生面的戴村夜学中，上台说的是联村
干部，台下听的却是各村（社区）书记。这
场名为“戴村镇联村干部应知应会大比
武”的特殊夜学，在河杨湖村书记方沫英
看来，不仅加强了镇村干部之间联系，也

让村庄发展有了更远大目标，“我们建了
一个‘大池精品路线改造’微信群，设计师
和联村干部天天会与我们讨论整改细节，
村里对建设‘精品村’更有信心了！”

从机关干部，到村社书记，如今，“夜
学”的受益者对象越来越广，甚至还包括
了普通市民。在北干街道，机关夜学有

“智汇北干大讲堂”，村社夜学有“北干市
民大讲堂”，通过两管齐下，进一步浓厚
了学习创业的氛围。据了解，“北干市民
大讲堂”围绕“携手迎亚运，共建文明城”
主题，将夜学课堂搬进各村（社区），内容
包括垃圾分类、国际视野、老年保健、移
风易俗、金融理财等，让大家接触了新事
物，学到了新知识，提升了素质。

开眼界 提素质 强本领 促发展
——萧山镇街部门“夜学”新气象（下）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徐永春

本报讯 昨日，萧山旅港同乡会回乡
访问暨捐资助学活动举行。区委副书记
赵立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童一峰出
席助学仪式。

仪式上，获奖学生代表上台领取奖
学金。今年，“200新苗培育计划”资助
206名困难学生，“紫荆新苗奖”奖励23
名优秀学生，奖学金额达到61.32万元。

“金润泉先生教育基金”资助、奖励蜀山

街道 35名学生，助学金额 10万元。同
时，金乐琦、马仁德、金伟成等人还慷慨
解囊200余万元，用于同乡会的奖学奖
教和“中以学生交流计划”等，其中“中以
学生交流计划”也是全省首个面向以色
列、香港、澳门、内地学生的四地四校交
流活动。

区领导希望两地能进一步做好团结
引领文章，弘扬爱国爱港的优良传统；发
挥两地特色优势，把握大湾区建设的历史
机遇；协同配合开展好爱心帮扶活动，助

力家乡教育长远发展。
据悉，萧山旅港同乡会是萧港两地联

系的桥梁和纽带，自2008年成立以来，始
终致力于促进交流合作，心系家乡发展。
从2012年开始，萧山旅港同乡会每年都进
行回乡访问，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其中

“200新苗培育计划”已经实行8年，累计
资助困难家庭学生1600余人，“紫荆新苗
奖”已实行7年，共奖励优秀学生160余
人，还于2017年发起“中以学生交流计
划”，帮助我区学子拓展国际视野。

萧山旅港同乡会回乡捐资助学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胡丹凤

本报讯“听说个体执照可以‘就
近办’啦。”8日，闻声而来的郭孜娟带
着准备好的办事材料，来到益农镇公
共服务中心，为自己的包装材料经营
部办理个体执照。

据她介绍，“以前跟别人合伙办过
企业，现在想自己单干当老板。”当天
窗口无人排队，短短几分钟，郭女士就
领到了崭新的个体执照。这也是全区
发出的首张“就近办”个体执照。

在此之前，郭女士曾办理过同样
的业务，不过由于该业务的管辖部门
在区市场监管局瓜沥分局，办理该事
项必须要到瓜沥去。“当然是现在方
便。”郭女士说，“以前在瓜沥办营业执
照，从益农到瓜沥就要20多公里路，开
车要半个小时，现在益农公共服务中
心就可以就近办理个体执照，方便很
多，五六分钟就能办好。”

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局在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日办结的基础

上，探索推动审批机制改革，推行个体
工商户“就近办”，也就是辖区内的个
体工商户登记及相应行政许可，由各
镇街公共服务中心办理，所属基层所
负责。让办事人不但实现“最多跑一
次”，而且跑得更方便。

“就近办”的核心就是“就近”两
个字，主要体现在哪里呢？区市场监
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萧山全区共有
21个镇街，而市场监管基层所（分局）
只有 12个，像瓜沥分局所辖镇街就
包括瓜沥、益农两个镇街，益农个体
户需要现场办照的话，要跑到瓜沥
去，有些路远的来回要一两个小时，
再碰上资料有误，来回折腾，其实是
非常耽误时间。但现在，在当地镇街
公共服务中心就可以就近办理个体
执照了，对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足
不出镇”就能办理登记、变更等业务，
十分便利。

据了解，目前，该项工作已在益
农、新街、浦阳3个镇街试点，下一步将
逐步在全区各镇街推广。

■首席记者王慧青
通讯员谢国华王春晓

本报讯 全区产业载体建设高
潮迭起。记者从区发改局获悉，截至
目前，已有40个“4286”产业载体项目
开工，与此同时，实施攻坚类项目从72
个扩容至80个。

8月初，紫光恒越自主创新实验室
和数字化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举行
开工仪式，该项目是我区打造数字经
济新名片的领头项目，被列入今年浙
江省重大产业项目，对萧山数字经济
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进入第三季度，萧山产业载体项
目建设进入高潮期，又有7个项目相继
开工，分别为裕元开发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台湾裕隆、杭州永浩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永盛先临科技总部、杭州国辰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机器人设计和研

发中心、灵康控股+灵康药业总部、吉
华（生物）创新产业园、圆融科技有限
公司基于北斗卫星通信的人防警报系
统产业化及研发中心建设，这些项目
主要分布于开发区、杭州湾生物科技
谷、杭州新材料产业园。

据了解，“4286”产业载体实施攻坚
类项目是动态调整的，根据项目进展情
况随时增减，目的是跟踪监测掌握全区
产业建设情况，持续不断地推动项目落
地。目前，“4286”工作专班已制定出台
《萧山区“4286”产业载体建设和重点项
目推进考核办法》，接下来，将对平台、
镇街、部门和区级国资公司从项目推进
和服务保障两方面进行分类考核，从而
进一步推动项目建设。

“4286”产业载体项目开工40个

我区发出首张“就近办”个体执照

■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强台风“利奇马”正面
袭击浙江，对我区也造成了很大影
响。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安全
和身体健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迅
速响应，开展台风后食品安全监督
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围绕可能存在的
食品发霉变质、浸泡污染、餐具消毒
等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对农贸市场、
商超、餐饮单位等群众集中消费场
所开展检查。重点排查粮油、米面、
蔬菜、肉类等农副产品，要求严格把

好原料采购、食品贮存、制作加工、
人员健康、餐具消毒、场所环境六大
关口，防止受洪、变质、污染的食品
进入流通环节，严防食品安全突发
事故发生。同时，充分发挥农贸市
场快检室作用，加大对流通环节食
品的检测力度，及时公示结果，护航
食品安全。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不吃被洪水淹过受污染的食
品，不吃因停电解冻过久而腐败的食
物，不要食用凉拌菜、沙拉等未经煮
熟的食品，不使用未经清洗消毒处理
的餐用具，注意饮用水安全。

台风后食品安全检查全面铺开

铁路杭州南站东广场火热建设中，目前完成土方开挖和底板垫层浇筑，地下室底板浇筑
完成95%，顶部浇筑完成36%。 首席记者范方斌摄南站东广场加紧建设

生活垃圾管理新规昨起正式施行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周纹博陈亚男

本报讯 昨天上午，杭州市人大常委
会召开新修改的《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新闻发布会。据悉，昨天也是该条
例正式施行的第一天，萧山城管开出 9
张罚单。

实施首日开出9张罚单

昨天下午，区城管局开发区中队前往
辖区工地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检查，在某工
地开出了新条例施行后的首张罚单。

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该工地内只
有一种绿色垃圾桶，未按照垃圾分类要求
分类设置垃圾收集容器，且无论是施工区
还是生活区，垃圾桶内均混投，包括一些
可回收物（啤酒瓶、饮料瓶）和其他垃圾
（包装袋）等。

对此，执法人员向工地建设单位开具
《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立即整改，并开
具《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相关负责
人前往中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截至
昨日，开发区中队对辖区内在建工地垃圾
桶未设置、垃圾分类不到位的情况进行立
案处罚19起，共计处罚3000元。

据悉，新条例实施首日，区城管局共
开出9张罚单。

新《条例》主要变化有三点

记者注意到，新条例的变化主要有
三点，一是将餐厨垃圾改名为易腐垃
圾，将其他垃圾桶的颜色在 2020 年底
前逐步由黄色更新调整为灰色；二是大
件垃圾投放调整，今后将实行定时定点
收集、运输；三是加大对个人乱丢垃圾、
错丢垃圾，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
人管理不力以及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单
位垃圾混装等三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

其中，针对物业、经营管理单位等生
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管理不力的违法
行为，新条例将处罚金额由原来的200元
以上1000元以下，或2000元以上20000
元以下的罚款幅度，提高到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处以5000元以
上30000元以下罚款。

萧山城管首日开出9张罚单

城市花园活力新城 建设城区南部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