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2020年7月1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李家连 校对：洪泓2

今日政事

杭州市第二水源输水通道工程江南线山岭段贯通

我区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准备工作座谈会

区农业农村局部署“三农”工作

我区1集体2人获评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首张“网络货运”许可证发放

萧山开启“网络货运”新时代

5月萧山居民消费数据出炉 CPI同比上涨1.9%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徐佳

本报讯 6月28日，区办事服务中心
交通运政窗口，区运管处工作人员向杭州
大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发出我区首张“网
络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这是交通
运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网络
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以下简称《办法》）后，萧山发出的
第一张“网络货运”运营许可证，标志着萧
山正式开启“网络货运”新时代。

抢抓“头口水” 审批仅需一小时

“新货运《办法》发布后，我们企业就
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网络货运’道路
运输许可证，仅用一小时就完成了从受理
到发证全过程审批，帮助我们企业能够快
速投入生产经营中。”杭州大恩物联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张金连介绍。

作为一家传统物流运输服务公司，杭
州大恩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同时作为国家
交通运输部级首批无车承运试点企业，在
互联网+物流浪潮下积极转型，利用自身
行业经验和经营口碑打造网络货运平台

“恩多货”。自无车承运试点以来，平台已
累计注册客户数48.32万户，累计成交额
21.58亿元。取得“网络货运”许可证后，标

志着大恩物联由传统物流走向平台化、物
联化、智能化的“网络货运”新时代。

“网络货运”，即依托互联网平台整合
配置运输资源，以承运人身份与托运人签
订运输合同，完成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
动。通俗来讲，“网络货运”就好比“滴
滴”，将司机端、承运端、发货端聚集在一
起。以大恩物联为例，当某企业需要发货，
便在大恩物联构建的网络货运平台“恩多
货”发布自己的需求（运输时间、货品、目的
地等），而大恩物联则可以通过向下发送运
输订单给司机，由司机完成订单的运输。

自今年无车承运试点结束，我区原先
涉及无车承运业务的企业也在积极调整
完善，按照规定要求逐步获取“网络货运”
相关的证明、许可等。区运管处将主动靠

前服务，积极与企业对接，高效审批，帮助
企业快速投入到生产经营中。

推动物流市场规范化高效化

2016 年，无车承运试点开启，2020
年，“网络货运”时代来袭。传统货运行业
因大量个体司机的存在，导致行业散、小、
乱、差 ，车源与货源的非集中化和信息不对
称造成资源浪费。而“网络货运”平台的产
生、“网络货运”许可证的签发，正是为解决
物流领域当下这个最大的社会化难题。

“‘网络货运’平台存在，可以整合大量的零
散车源和货源，并结合多式联运、甩挂运输
模式，推动货运行业走向集约化和规范化
发展。”区运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而基于物联网技术，建设供应数字

化、可视化、智能化的“网络货运”平台，同
样可以被称为产业物流升级的“新基
建”。大恩物联构建“网络货运”平台“恩多
货”，连接40余万辆个体货车，辐射全国各
地。“该证的下发推动了货运行业运输规范
化，同时也便于我们更好地管理货运平台，
促进货运行业的发展。”张金连介绍说。

相比传统物流，“网络货运”平台基于
互联网技术的运营模式以及大数据、卫星
定位、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综合应用，不仅
能够合理调配运输路线和货物，实现分散
运输资源的集约整合、精准配置，提供车
辆实时定位、实时车辆状况查看，也能有
效协同物流上下游，提高物流数据传输速
度和信息沟通效率，从而保障物流服务的
高效率运行，减少劳动重复和成本浪费。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为打好村级组织换届“主
动战”“攻坚战”，在前期逐个镇街走访
调研的基础上，6月28日，我区召开村
级组织换届准备工作座谈会，对部分
镇街村级组织换届准备工作开展进一
步分析研判。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陆
志敏参加。

陆志敏指出，这次座谈会既是对
前阶段准备工作的一次小结检视，也
是对矛盾问题的集中破难，更是对即
将开展的换届进行预热。

陆志敏要求，要认清形势、提高认
识，这次换届面临着新特点、新情况、
新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村级换届
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坚定
打好村级换届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紧扣全面“一

肩挑”、高质量人选和平稳有序等关键
要求，在排摸研判、整固提升、氛围营
造和净化生态上再深化，着力实现“选
出忠诚担当的好头雁、堪当重任的好
班子、创业奋进的好气象、风清气正的
好生态、干群齐心的好局面”的“五好”
目标。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各镇街
党（工）委要切实履行村级组织换届的
直接责任，突出靠前作战、协同作战、
严肃纪律，做到书记领衔、班子带头、
全员压上，真正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充
分做扎实做到位。

座谈会上，楼塔镇、戴村镇、所前
镇、城厢街道、北干街道、闻堰街道等6
个镇街党（工）委书记围绕前阶段村级
组织换届准备工作开展情况、“一肩
挑”人选排摸、当前存在突出问题、下
步工作计划等内容，分别进行了交流
汇报。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吴思远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萧山调查队日前
发布居民消费价格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
示，5月份全区CPI同比上涨1.9%，环比下
降0.7%。

与上年同月相比，八大类商品及服务
项目价格同比呈现“三涨五跌”。随着5月
份疫情防控形势趋向好转，各类企业和经
营场所积极复工复产，流通供销渠道有效
恢复，短期市场供应偏紧的局面得到快速
扭转，总体价格水平呈现趋稳回落走势。
但是，食品烟酒类依旧以9.5%的涨幅位居

第一，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以及教育文化与
娱乐类分别以5.8%、0.5%的涨幅，排名二、
三位；跌幅榜中，交通和通信类以5.6%跌
幅稳居首位，其他依次为居住类跌幅
2.7%、衣着类1.1%、医疗保健类0.9%、生
活用品及服务类0.2%。

与上月相比，主要商品及服务项目价
格环比呈现下降或持平现象，表现在食品
烟酒类价格环比下降2.0%（影响总指数下
跌0.65个百分点）、工业消费品价格环比持
平、服务价格环比下降0.1%。

在重点监测类目中，水产品因临近休
渔期需求量增大，导致价格上涨3.1%外，

鲜菜受气候条件影响，季节性鲜菜大量上
市，鲜菜类、鲜瓜果跌幅较大，分别下跌
10.9%和7.5%；而因生猪价格下跌，再加上
冷冻肉的市场投放量增大，导致蓄肉类价
格下跌4.9%，创下与鸡蛋同等跌幅。

在工业消费品方面，因天热洗浴用品
需求量增大，折扣力度收紧，导致清洁类护
理用品价格上涨3.2%；而电视机价格下跌
3.5%，交通工具零配件价格下跌1.4%。

服务价格中受疫情影响，旅行社收费
依然保持下跌态势，跌幅为1.3%；中介服
务下跌0.9%。与此相反，飞机票却上涨
6.8%；景点门票上涨1.5%。

“疫”中寻机 萧山个体户逆境突围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吴春友

本报讯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我区商品市场受到冲击。政府出台对小规
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下调增值税率、延
缓缴企业社保费、免征国有房租等政策，为
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纾困，期间也
有不少经营户（公司企业）转型自救。

在过去几个月里，商业城萧五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法人王生军因为疫情所有项目
暂停。

针对疫情，我省出台优惠政策扶持市
场经营户。3月，一系列减税减租政策出
台，王军生成为首批享受到政策红利扶持

的市场经营户之一。
他告诉记者：“省市区政府、商业城管

委会、集团公司给到我的帮助很大，以往我
两个月房租费毛2万元，直接给我减免了，
经营成本的降低弥补了一部分损失。还组
织我们集中（车牌号）摇号，我也顺利摇到
了号子，可以再购置装修运输货车。”

除了享受政府纾困政策红利，许多市
场经营户冷静面对疫情纷纷开展自救。杭
州丁栋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如栋的客户
主要是江浙沪以及沿海地区，为了搞活贸
易，他转型线上销售，专门成立一个客户微
信群，直接在微信上交流下单，客户需要看
样品，直接现场拍视频，节约了时间，工作

效率也提高了。据丁如栋透露，如今公司
经营恢复90%，线上销售额占比提升了
30%左右。

杭州袁英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袁英目
前正在与合作伙伴考察直播行业，等条件
成熟将转型进军直播等行业。像袁英工贸
有限公司一样，商城人都在积极布局网络
营销、瞄准扩张零售，等待“回春”。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截至3月18日，
萧山商业城共减免六大市场783户经营
户（其中个体户569户、企业214户），累计
减免租金232.69万元。今年上半年，商业
城实现商品成交额达113亿元。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6月29日，浙江省第六次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召开。会上对
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
个人进行了表彰。我区1集体2人获
评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其中，萧山
区第三高级中学获浙江省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集体称号，城厢街道潇湘社区
党委书记邬振华，区委统战部民族科
科长蔡麟角获浙江省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个人称号。

萧山区第三高级中学新疆内高班
从2010年8月开设，已有716位新疆
学生从这里顺利毕业。目前，学校有
16个班级650多名少数民族学生，来
自新疆南北各地州的维吾尔族、哈萨
克族等10个民族。在“红色教育”指导
下，新疆部扎实推进高一“读懂红色”、

高二“读高志气”、高三“读亮前程”的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并搭建新疆部学
生与本地学生、与老师交流的平台，通
过结对、外出实践等，让学生感知“民
族团结”的真意。

潇湘社区通过“一心两廊三室多
楼宇”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以社区党
建引领为核心，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搭
建“和邻”少数民族服务站，“民族热线
电话”等；以长廊文化宣传为平台，着
力打造团结舆论宣传，提升社区民族
团结氛围；以开展阵地活动为抓手，专
门设立“民族谈心室、民族陈列室、民
族活动室”，架起政府与各族同胞的

“连心桥”，提升社区民族团结质量；以
楼宇文化活动为载体，对辖区内的51
幢楼房119个楼道实现民族元素全覆
盖，提升民族团结品牌。去年12月，获
得全国民族团结示范社区称号。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吕婷

本报讯 对于住在城南的市民来说，
南门江畔是夏日夜晚纳凉散步的好去处。
但是，从昨天起，横跨南门江的景观桥将进
行为期3个月的封闭施工。

记者从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了解
到，包括南门江景观桥在内，今年将完成对
城区17座桥梁的维修整治任务。

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养护一科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6月初，他们就在南门江

景观桥两侧放置了醒目的告示牌，尽早通知
过往市民。“南门江景观桥维修整治为期3个
月，主要涉及到对景观桥桥面铺装的整体更
换、栏杆更换及装饰塔除锈等工作。”工作人
员说，目前景观桥桥面铺装为木质结构，经
历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桥面面板出现裂
缝、打滑等情况，栏杆也出现破损、松动，及
时对桥梁整体进行维修整治很有必要。

今年区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将完成
对城区17座桥梁的整治任务，目前进入施
工阶段的有下湘湖南闸桥拆除重建及安正

桥、长山新桥、萧绍东路Q184无名桥维修
加固，后续将陆续推进对其余13座桥梁的
维修整治。整治内容包括紫霞大桥全部吊
杆更换，长山新桥、西山道口立交桥及东入
城口高架匝道桥的独柱墩加固，东入城口
匝道桥台后挡墙加固维修，以及各桥梁的
梁及桥面板裂缝、露筋维修，桥墩台裂缝维
修、伸缩缝老化破损、高差修复，桥台接线
处沉降修复，人行道栏杆开裂维修，防撞墙
涂装层破损修复，人行道铺装层破损修复，
排水孔堵塞修复等。

昨天，杭州地铁5号线火车南站站通车。该站位于铁路杭州南站枢纽东广场地
下，铁路到达的旅客，走过一个长通道，可以直接到达地铁站厅层。图为地铁5号线
列车驶入火车南站站。 记者 唐柯 摄

地铁5号线火车南站站通车

今年完成城区17座桥梁维修整治
南门江景观桥昨起封闭施工

■实习生 陈李洋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杨颖艺

本报讯 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
际，为铭记历史、传承使命，把对党员
的思想教育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区
农业农村局召开“强化政治意识、争创
模范机关”七一党课暨2020年上半年
工作总结会，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力
量、明确目标、争先创优，努力争当乡
村振兴排头兵。

今年以来，区农业农村局做好农业
生产这件头等大事，突出产业振兴这个
关键抓手，紧盯美丽乡村这项系统工
作，激活乡村改革这个动能引擎，把握

基层治理这项固本之策，成绩显著。
下半年，区农业农村局将紧扣农

村同步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高
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围绕
区委“三个年”活动要求，继续重点打
好“135”组合拳，围绕一个中心、咬定
三大目标、推进五大行动。即以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心，确保全面完成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消除村
级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锤炼“创新强农、务实担当、高效服务”
的工作作风，推进农产品增产提质行
动、美丽乡村提升行动、乡村产业发展
行动、乡村改革深化行动、乡村治理体
系完善行动。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徐静文

本报讯 日前，杭州市第二水源输
水通道工程江南线山岭段举行“钱南
号”双护盾TBM接收贯通仪式。

杭州市第二水源输水通道工程江
南线项目，是千岛湖配供水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将千岛湖水从余杭闲
林水库配水井引至萧山义桥渔浦的重
要节点，全长约26公里，分山岭段、平
原段和过江段三标段。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掌子面石屑
纷纷剥落，“钱南号”渐渐显露的刀盘
宣告江南线山岭段全线贯通。江南线
山岭段主洞全长约13公里，采用钻爆
法+TBM法组合施工，其中TBM段长
约8公里，是整个工程的关键线路。“钱

南号”TBM自2019年7月21日抵达
掌子面始发以来，历时11个月，沿途下
穿G320、杭富地铁，外何家断裂带等
特殊地质带，克服了单向长距离掘进
测量复核难度大，长距离轨道出渣效
率低等难点，实现了最高单日进尺
47.2米、最高月进尺1068.23米、连续3
个月月进尺破千米的华东地区盾构类
施工（含TBM）掘进记录，平均月进尺
以732米，达到了国内同类TBM施工
掘进的领先水平。

山岭段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为后
续钢管内衬、灌浆等工序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下一步，山岭段各参建单位将
夯实安全质量管理，确保如期具备年
度通水条件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