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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方
萧山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二、大赛时间
2020年5月7日—6月30日
三、参加对象
萧山科技城区域范围内企业、高校、各

主体单位以及广大市民爱好者。
四、参与方式
本次比赛分为摄影和视频两大类。作

品内容聚焦科技城产城发展各个方面，展示
科技城优美的生态环境、国际范的城市配套
和蓬勃向上的创新创业氛围。特别欢迎提
供萧山科技城老照片和视频，可以和新拍照
片和新视频对比成组参赛，并优先推奖。

（一）摄影类
1、参赛作品需紧扣摄影主题，必须原

创，未发表过；注重真实性、健康性，不得违
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不得违背社会道德。

2、参赛作品形式、风格不限，必须是今
年新拍的作品（对比的旧照片除外）。照片
精度不低于2M，jpg压缩格式（获奖作品
将调原始片）；投稿数量不限，单幅、组照均
可，彩色、黑白不限，不得做合成处理及大
幅改色等后期处理。

3、每幅参赛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联
系电话、通讯地址、作品标题、拍摄时间、拍
摄地点，以免耽误参赛作品评选及联系。

4、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参赛作者对
作品真实性负责，入选作品主办方给予奖
励。主办单位有权将入选作品用于展览、宣
传、出版物、广告、媒体报道等各种用途（不
另付稿酬）；作品如涉及著作权、版权、肖像
权或者名誉权纠纷，均由作者本人负责。

5、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所有。
6、投稿邮箱：xskjcgwh@163.com；联

系电话：0571—83680651（工作日上午8：
30—11：30；下午1：30—5：00）

（二）视频类
1、作品要求
（1）作品时长15-60秒，必须为原创视

频或经授权的原创作品；内容必须符合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不得发布低俗内容；保证画质
清晰，可DIY各种创意并为其配背景音乐
和特效，风格不限；可结合表演才艺，也可
逗比酷炫情景show；不能添加水印，文件
格式统一为mp4文件。

（2）作品要充分展现萧山科技城的生

态环境、发展建设、产业亮点、人文特色、工
作生活等内容，类型可以是人物故事类（创
业故事、人物故事、暖心事等）、特色企业
类、建筑风景类、新闻热点类等。

（3）每位参赛选手可提供多个参赛作
品，最终以点赞数量最高作品入围参评。
主办方将对参赛作品进行初选，将符合此
次大赛要求的作品统一上传至“萧山科技
城发布”抖音公众号参加网络评选。

（4）大赛主办单位对本次大赛拥有最终
解释权。联系电话：0571—83680651（工
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2、参与方式
第一步：参赛选手通过自行下载“抖

音”APP并关注“萧山科技城发布”抖音号，
录制视频作品。（普通选手提倡直接使用

“抖音”或“剪映”APP录制视频）
第二步：参赛原视频发送至邮箱：

xskjcgwh@163.com, 邮件标题为短视频
标题+作者姓名和手机号+一句话说明。

第三步：主办方将对最终投稿视频进
行审核筛选，将符合要求的视频统一上传
至“萧山科技城发布”抖音公众号，集中展
示视频内容。（不能提前自行发布）

第四步：参赛选手通过动员关注“萧山
科技城发布”抖音公众号，邀请好友观看视
频，获取点赞量、阅读量。

五、投稿时间
作品征集时间：2020年5月7日—6月

14日
作品审核时间：2020年5月7日—6月

14日
作品发布时间：2020年5月7日—6月

14日
作品网络评选时间：2020年5月7日

—6月20日
作品评审及结果公布时间：2020年6

月20日—6月30日
六、评选标准及奖品设置
本次活动分设摄影类和视频类两类奖

项，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
优秀奖和入围奖六个奖次。

（一）摄影类作品
由主办单位邀请相关负责人和摄影专

家组成评审团，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
则，根据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技术性以及
史料价值，围绕作品表现主题的感染力，在
用光、取景、色彩、构图、节奏、情绪等几方面

进行综合评比，分别评选出奖次，给予相应
奖励。获奖作品将在《萧山日报》刊登。

（二）视频类作品
视频类作品根据点赞量排序，选出入

围作品（若参赛作品出现点赞量相同的情
况，以视频评论、分享为参考标准）根据参
赛作品点赞数×20%+阅读量×30%+评
委打分50%的评分规则以及作品要求，对
入围作品进行综合评审，按照本次比赛主
题、视频内容、表现形式等具体要求，对入
围的作品进行投票评选出奖次。

（三）各奖项的评选标准
特等奖共2名：奖金4000元，颁发获

奖证书
一等奖共4名：奖金3000元，颁发获

奖证书
二等奖共8名：奖金2000元，颁发获

奖证书
三等奖共10名：奖金1000元，颁发获

奖证书
优秀奖共30名：奖金500元，颁发获

奖证书
入围奖若干名：奖金200元，颁发获奖

证书

“视界·科技城”摄影和短视频大赛开启，邀你释放才华！

文/摄 记者 郭庚新 通讯员 陈凌丽

昨日上午7时，宁税北苑小区西大
门，进出的居民注意到，一个黑色的大喇
叭循环播放着一句话：“骑电动车请戴头
盔”；小区外面道路上，交警市北执勤中队
交警吕荣辉和同事正在执勤，要求过往电
动自行车驾驶人统一正确佩戴头盔。

“门里”社工和志愿者站岗劝导，“门
外”交警对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开展安全提
醒及教育，让不少居民大感意外的同时，
也觉得挺人性化——居民小陈说，没出门
口被拦下，还来得及回家取头盔，“要是半
路被查，少不得被罚款挨教育。”

据悉，昨起我区启动电动自行车整治
“三严”（严管、严查、严处）行动，交警部门
对重点路口、重点违法行为实施严管，同
时，推动社区从内部加强劝导，让市民出
门前就绷紧安全出行这根弦。截至昨日
下午5时，共查处电动自行车违法1559
起，其中闯红灯471起，骑快车道437起。

交警与社区联手
“家门口”劝导文明出行

昨日上午7时50分，一个骑电动自行
车的小伙从宁税北苑小区出来200多米，
便被路上执勤的交警吕荣辉拦下：“你这
样戴头盔不规范，必须把搭扣系上。”小伙
赶紧把头盔摘下来调整带子的长度，笑
道：“其实不是怕麻烦，实在是头太大，勒
得慌，以后一定注意。”

门外交警在劝导，小区内也设了两道

“安全岗”——主要道路节点，身穿红马
甲，手持文明出行提醒牌的志愿者看到没
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都会上前提
醒。不过，个别人不太领情，一拧车把往
门口驶去，在7时55分，一名中年男子载
着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冲过志愿者身旁，
眼看要出门口，被宁税社区治保主任沈建
忠拦下。男子有些尴尬，边拿头盔边说：

“难为情，有点赶时间。”后面一名男子看
到这一幕，赶紧停车，拿出头盔戴上。

区交警大队负责人介绍，社区做好小
区内部文明出行劝导工作，是电动自行车
整治“三严”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
早晚高峰，志愿者及社区交通劝导员管好

“小门”，提高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佩戴
率及文明行车意识，减少相关交通事故的
发生。目前，宁税北苑小区、相墅花园小
区作为试点先行推动劝导工作，以后将逐
步在全区推开。

据悉，作为试点的宁税北苑小区，现
有住户1639人，每天早晚高峰进出小区
的电动自行车约400辆。社区书记高观
良说，通过与交警部门联动，在业主微信
群开展文明出行宣传等方法，使居民的交
通安全意识得到了明显提高，目前骑电动
自行车戴头盔比例超过90%。接下来，每
天7:00—8:30、16:30—18:30都会安排
人员在小区门口开展劝导宣传工作。

严查这几类重点违法行为
警示教育同步抓

昨日上午9时25分，刘师傅在市心路

人民路口绿灯右转时被交警拦下，他一头
雾水，但很快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哎呀，
走机动车道了。”

和刘师傅一样“习惯”走机动车道的
市民不少，交警几分钟就拦下了10多辆
电动自行车。路口有一处“萧山交警城区
执勤中队说理说法点”，除了被罚款20
元，有交通违法行为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
还要观看电子屏上的宣教视频。

“本人因违反道路交通法规被民警当
场查获，现经民警当场宣教，已经认识到
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重要性，本人保证
今后一定不发生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
规定的违法行为……”接受警示教育后，
违法驾驶员先后接过交警城区执勤中队
民警余科男递过来的《承诺书》，仔细阅读
后在上面签字。

据了解，电动自行车整治“三严”行
动，对逆向行驶、闯红灯、骑快车道、停车
越线、不戴头盔、醉酒等重点违法行为进
行整治。除了进行处罚，这次还推出了新
措施，集查处、震慑、警示教育于一体，多
管齐下，对重点路口、重点违法实施严管。

“仅仅处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让‘小电驴’规规矩矩上路，必须从源头治
理上想办法。”区交警大队负责人说，对涉
及多次电动自行车的重点交通违法人员、
事故人员，在处罚的同时，通过“说理说法
点”“移动式教育车”“电动自行车教育室”
进行警示教育。“有的违法驾驶员观看事
故安全警示片后受到震撼，当场流下了眼
泪，让这些人得到警示，能从源头上减少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

■记者 郭庚新 通讯员 张琳

本报讯 近日，所前派出所值班室
门口莫名多出两个榴莲、一箱蛇果和
一箱荔枝。“谁买的水果，下班赶紧拿
走哦。”值班室工作人员问了一圈，所
里的人都说不知道。

东西没人认领，天热放下去会坏
掉，为了“破案”，民警调取了派出所门
口的监控：当晚7时31分，一名男子
提着两个箱子，一名年轻女子拎着一
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榴莲。两人来
到值班室外，趁人不注意，将东西放在
地上，随后离开。

这不是求助人的女儿吗？合成作
战队员沈扬一眼认出了画面中的女子
——她的母亲安女士之前来所里求
助，警方帮忙找回丢失的钱包后，母女
俩送来不少水果表达谢意，被民警婉
拒。没想到，安女士女儿偷偷将水果
放到了传达室外。

事情要从5月8日说起。当天下
午，安女士急匆匆来求助：“我的钱包
丢了，重要的证件都在里面，能帮忙找
找吗？”见安女士满头大汗，神情焦急，
值班民警先安慰她不要着急，警方一
定会提供帮助的。

平复情绪后，安女士告诉民警，之
前她到位于缪家村的萧山农商银行所
前支行取钱，将钱包放在了婴儿车里，

出来一段时间后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返回现场也没找到。

“钱包里都有哪些物品？”民警
问。“里面有银行卡、身份证，还有一些
现金，8000元左右。”安女士说，她是
当天下午3时许去的银行。民警立即
查看银行门口监控，发现安女士当时
将钱包掉在了地上，却浑然不觉。不
久，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年轻男子经
过，发现了地上有东西，于是停下来捡
起钱包……

通过监控，只能看到男子的体貌
特征和当天的穿着，至于其姓名、身
份、住址等等没有任何线索，给查找失
物工作带来了不小困难。民警没有放
弃，除了通过视频追踪男子之后的行
程，还发动社区网格员获取信息。后
经层层工作，终于在第二天下午5时
许联系到了捡钱包的男子。

当晚6时许，民警将丢失的钱包
顺利交还安女士。为了表示感谢，安
女士女儿买了水果送到派出所，被婉
言谢绝后，又偷偷将水果放在了值班
室门口。

“找钱包的任务完成，这次‘任务’
是送还水果。”面对所领导的打趣，沈
扬也笑了，他登门又将礼物送到了安
女士女儿家中。面对一连串的感谢，
沈扬说：“礼物不能收，群众认可我们
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感谢。”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咨询机场东路二期情况

网友“wgq590”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机场东路，是否就是指永盛
路东伸段？一期是青六线至新港路
（地面），二期是新港路至苏绍高速（地
面结合高架），二期的走向线路图能否
告知下？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机场东路不
是永盛路东伸，它的位置在萧山机场
的南侧，是一条规划快速路。

其中，一期中环至瓜沥镇东灵路
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二期从东灵路至
信益线，采用上下两层，上层是双向六
车道快速路，下层为双向六车道的主
干路。

萧山区各类人才数量各有多少？

网友“广聚公寓”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询问，近几年，萧山区引进/培养
了许多人才，为萧山的建设添砖加
瓦。我想咨询一下，截至目前，萧山共
认定的各类人才（A.B.C.D.E.F）分别
有多少人？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
到目前为止，萧山区共批准通过认定
的人才中，A类有2人，B类有27人，C
类有 84 人，D 类有 194 人，E 类有 925
人，F类有4006人。

电动自行车整治“三严”行动昨日启动 处罚与教育并行

里应外合 让“小电驴”上路规规矩矩

现场说理说法

电动自行车教育室 小区内部劝导 签下承诺书

合成作战队员出动“任务”却是送水果
“礼物不能收 群众认可我们的工作 就是最大的感谢”

近日，萧山蒙杰公益服务中心来到衙前镇仁爱家园开展公益活动，为老人们送鲜花、
理发、文艺表演。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