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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反映富丽花园小区停车难问题

网友“hzzoulu”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富丽花园小区有很多外
来车辆停放，希望能弄个门禁，禁止
外来车辆停放。

城厢街道回复：小区内部道路属
全体业主共有，如需对小区进行封闭
化管理的，建议由业委会牵头召开全
体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再实施。

闻堰南路、亚太路改造
何时开工？

网友“平民问政”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闻堰南路、亚太路何时
进行改造？2020年会开工吗？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亚太路拓宽
在湘湖三期建设时已做预留；目前亚
太路蜀山路以东路段因沪昆铁路抬
升已做考虑，项目处于前期研究阶
段，具体由区城投负责实施；亚太路
蜀山路以西路段及闻堰南路，将结合
大之江的规划做统一考虑，目前暂无
具体实施时间。

询问大湾路两侧相关规划

网友“wutong”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大湾路两侧现在都是废
弃工厂，想问下是如何规划的？如果
短期内没有规划，由于道路照明不佳
造成通行不便，能否装下路灯？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回
复：该区域规划为商住和旅游设施用
地，近期无实施项目。

大湾路（亚太路至山里人家段）
约850米的路段设有高杆路灯，而从
省军区农场起道路两侧未设置路灯，
加之两边厂房内的企业均已搬离，使
得该路段夜间照明条件更为不佳，该
路段为省军区农场所建，产权为军区
农场所有。

度假区管委会将根据规划调整
情况，及时做好对接，在道路产权明
确后，开展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咨询提升型村庄相关概念

网友“微信用户”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根据萧山区区域乡村建
设规划（2019—2035）草案公示，新塘
街道霞江村虽在绕城内，但是规划属
于提升型村庄一类，想问下提升型村
庄是什么意思？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回复：提升型村庄是指现状综合条件
和发展潜力尚可，规划期内以提升改
造为主，一般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的自然村。

新塘街道霞江村村域大部分位
于杭州绕城高速和杭州城市开发边
界内，在相关规划草案中，其大部分
用地为规划城镇建设用地。经与新
塘街道核实，霞江村尚未列入城中村
改造计划，近期建设将以人居环境提
升和村容村貌整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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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高铁环境安全隐患问题点位整治进度表
截至2019年12月20日

注：表上所列问题点位包括了市里下发的《萧山区高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问题情况表》共140处和中国铁路上海局集
团有限公司杭州工务段下发的《萧山区境内高铁沿线外部环境安全隐患问题情况表》共29处（其中14处与市里下发
表格重复），共计155处。

1 月 2 日 8∶30-15∶30 停云飞 A357 线云飞开 07/
A04#杆（王家闸1#变令克）：萧山区进化镇王家闸1组等一
带；8∶45-11∶45停南兴A804线南翔开G14南翔分线：萧
山区南阳街道南翔村及杭州福鹏实业、浙江交工集团一带。

1月 3日 9∶00-16∶00停水阁C233线 01#杆（水阁
C2331开关）-28#杆（水阁C2332线水阁III段分线开关）：
萧山区楼塔镇楼英村7组、楼塔镇人民政府等一带。

1 月 4日 9∶00-15∶00停明朗A066线明渔分支开
G12如宝分线：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一带；9∶00-15∶00停
名二A067线名航开G16名新A067线：萧山区瓜沥镇低田

畈村及浙江吉天农业开发一带；8∶30-16∶30停北干变绿都
A734线绿都开G12检察院：萧山区北干街道萧山人民检察
院、世贸广场及其周边一带；8∶30-14∶30停北干变绿都
A734线绿都开G14备用一线：萧山区北干街道世贸广场及
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北干变五中A746线五中开
G12检察分线：萧山区北干街道萧山人民检察院及其周边
一带。

1 月 5日 8∶30-11∶00停名一A083线豪景分支开
G12昭越分线-25/02#杆昭越分线开关：萧山区瓜沥渔庄
村、群联村及杭州越翔科纺整理一带。

1月2日 9∶00-17∶00停共建村7#变低压闸
刀：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共建村一带。

1月3日 9∶00-17∶00停前进街道2#变低压闸
刀：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前进一带。

钱塘新区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陈丹 陈亮

本报讯 随着元旦、春节临近，务工者
工资支付将迎来高峰。保障工资及时足
额支付，事关广大务工人员最直接的利益
问题，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
定。为确保务工人员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我区从11月20日开始至2020年春节前，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2019年度根治欠薪冬
季攻坚行动，重拳整治恶意欠薪行为。

段师傅是北干街道一在建工地的木
工，近日，他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大
队反映，其所在公司拖欠自己和工友共18
万余元工资。

接到投诉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
大队的办案监察员立即展开调查，联系项
目部负责人，要求提供浙江省“无欠薪”六
项制度中施工人员的花名册、考勤、工资
单等相关资料凭证，并对其劳务分包公司

实施劳动监察。最终经过协商，段师傅已
从单位领到了自己应得的工资。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招用农
民工较多的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
加工制造等行业为重点，大力规范工资支
付行为，确保全面实现政府工程项目、国
企项目欠薪在2019年底前清零，社会投资
项目欠薪在2020年春节前清零。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20日至11月30日，开展
集中宣传和自查自纠，全面检查各类在建
项目，及时发现和整改欠薪隐患。第二阶
段从12月1日至2020年春节前，重点开
展执法检查。相关部门将组成根治拖欠
农民工工资联合执法检查组，开展排查治
理、专项整改，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失信惩
戒、打击犯罪、欠薪维权等多项攻坚行动。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区全面推进“无欠

薪”区创建工作提档升级，先后组织开展
了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清理整顿人力资
源市场秩序、根治欠薪夏季行动、根治欠
薪冬季攻坚行动等8次专项检查。同时，
举办5轮全区在建工程项目部落实“无欠
薪”六项制度专题业务培训，并与区司法
局联合开展“无欠薪”专项服务月活动，开
通“绿色通道”，加强法律援助服务。

自申报创建“无欠薪”区以来，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累计办理该类行政处
罚案件34件，移送公安案件14起，将5家
拒不支付工资的企业列入黑名单；连续两
年实现举报投诉案件、涉案人数、涉案金
额“三个明显下降”的良好态势，区劳动和
社会保障监察大队荣获市级2018年度“杭
州无欠薪”行动成绩集体嘉奖。

今年10月份，我区根治欠薪行动和相
关举措，还得到了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监察执法局的肯定和好评。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吕念

本报讯 像风信子？像无花
果？像大蒜头？其实，它们是南江
公园里“当家花旦”郁金香的种子，
这两天开始下种了。待到明年3月
下旬花开时，大家又能在花海里“拗
造型”拍照片了。

近日，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
心的养护工人们在南江公园花带及
大门口、市心路（博学路—南秀路）
机非隔离带、市心广场等区域内清
理草坪，种植郁金香种球，抢抓冬季
郁金香栽种有利时机。养护工人们
用锄头刨一个坑，往里面放一个郁
金香种球，动作十分麻利。

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郁金香的适宜生长温
度为5℃—20℃，每年的11月、12
月是播种的最好时节。这时候种植
的郁金香种球，会在土里经过自然
的低温处理，待来年气温回升后就
开始生长。

花儿好看，种子难栽。一提起

郁金香，养护工人们连说不易，因为
郁金香堪称“最讲卫生的花”。

“郁金香的种子是最容易生霉
菌的，为了防止生长期间感染霉菌、
腐烂，导致不能开花，它对栽种土壤
的‘卫生’条件要求十分苛刻。”养护
工人告诉记者，在套种之前，他们已
经对全部栽种郁金香的土壤进行消
毒施肥，这样娇贵的郁金香种子才
能下种。

“今年预计栽种 11万株郁金
香，包括美国梦、红色柔道、金色柔
道、阿波罗精华、皇家红、狂人诗、超
级马克、阿帕尔顿等多个品种。”市
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如果今冬的温度没什么“大起大
落”，这11万株郁金香将会在明年3
月下旬至4月底进入盛花期，根据
不同的颜色轮番开放。

通过细心种植培育，相信经历
一个寒冬洗礼，迎着三月的阳光微
风，美艳动人的郁金香将唤醒萧山
的春天，让我们一同静待2020年的
春暖花开。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昨天是冬至节气。俗话说
“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干净年”，昨天
在阴雨天气中“邋遢”过了，春节我们真的
能拥抱大晴天吗？

说到冬至，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民间对于冬至的重视，几乎可以和春节比
肩。冬至是大节，也是悼念已逝亲人、寄
托哀思的传统节日，不少市民外出祭扫。
从气候上看，冬至是“数九”严寒的第一
天，阴雨连绵、湿度大，人体感觉“冷冷

冷”。自18日以来，我区已经连续5天出
现降雨。

区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午前随着暖湿
气流暂时离去，雨不会再下，但是很难见
到太阳，以阴天为主。从今天下午开始，
暖湿气流还会重新活跃起来，一直到25日
我区都是阴雨天气为主。26日，北方一股
弱冷空气南下，降雨才会逐渐停止。27日
到28日，将会迎来一天半左右的多云天
气，到时候能见到久违的太阳。29日到31
日，还可能下雨。

气温方面，26日以前最低8℃上下，最
高11℃—14℃。27—28日早晨最低气温
在5℃左右，白天最高10℃左右。由于暖
湿气流整体比较活跃，北方冷空气势力不
强，在元旦前阴雨天气偏多，太阳难以见
到，人体感觉阴冷为主。

气温不低却经常“喊冷”，背后有科学
依据。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体感温度公式，

在气温为5℃时，相对湿度达70%，体感温
度为2.6℃；同样是5℃，刮起7级大风时，
体感温度为2.5℃。但是冬天时，南方空气
湿度达到70%以上较为常见，而北方持续
7—9级大风却不常见，所以在同等气温条
件下，身处南方更容易让人觉得冷。

“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干净年”
谚语的大意是，如果冬至是晴天，则春节
将是阴雨天气；如果冬至是阴雨天，则春
节将晴好。既然昨天冬至在阴雨中度过，
那么春节会迎来晴天吗？

根据近十年的冬至和春节期间降水
情况，谚语准确率只有50%，准确只是有
时正好符合大气环流调整的形势。这是
因为，二十四节气起源于中原一带，是根
据这一带的气候、物候为依据建立起来
的。南方雨水偏多，二十四节气只是作为
参考。虽然民间谚语不太科学，但我们还
是希望春节遇上个好天气。

“晴冬至烂年边”“邋遢冬至干净年”

昨日冬至阴雨天 春节会迎来大晴天吗

21日下午，工人文

化宫举行“萧工学堂”迎

新年器乐联谊会。60

余名学员用器乐、舞蹈

等形式展示成绩。

通讯员 董华
记者 唐柯 摄

“萧工”
会演

11万枚郁金香开种
静待明年春暖花开

我区重拳整治恶意欠薪 让务工者过个好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