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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屠雯婷尚倩倩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区城管局获悉，
5日起，因疫情封闭的11座城管驿站（疫
情期间仅开放城管驿站市心南路站）将
重启，并向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免费
开放。炎炎夏日，渴了累了，户外工作者
可以进内歇歇脚。

倪亚琴是干了23年的老环卫了，到
现在她都还在念叨：“我们在路上终于有

‘家’了！”夏天的暴雨，冬天的大雪，为了
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环卫工人们冲在
最前，可他们累了、渴了的时候，该怎么
办呢？

为切实做好民生实事工作，区城管
局积极打造“环卫工人休息室”的2.0版
本——城管驿站。2018年10月，我区首
批7个集用餐、休息、学习、交流、应急于
一体的城管驿站诞生，一线作业人员有
了自己的“家”。时至今日，我区已建成
并投用的城管驿站达12个。最近，第13
座城管驿站晨晖路站已进入设计装修阶
段,预计今年10月底投入使用。

“受疫情影响，前期城管驿站仅开放
了市心南路站，其余处于暂时关闭状态。
随着近期高温天不断增多，为了更好地发

挥城管驿站的作用，其余11座驿站5日全
部开启。”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说，城管驿
站每天开放的时间为7:00—17:00，进入
人员需亮健康码并配合做好登记。

在萧山城区，每天露天作业的城管
职工就有千余人，涉及环卫、执法、绿化、
市政、河道等等一线岗位。常年奔波在
马路上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也可以
到城管驿站休息。

据悉，所有城管驿站均设置在城市
道路附近合适位置，服务半径为1—2公
里，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拥有统一的
标识标牌。驿站内配备冷暖型空调、微

波炉、饮水机、桌椅等供路面一线作业人
员防暑抗冻的必要设备。同时，作为城
管系统基层党建的载体，区城管局积极
推广“把党支部建在驿站上”工作法，在
驿站内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通惠
南路站，由区总工会的爱心驿家提升而
来，改建成了集党建、志愿者服务、职工
之家等功能于一体的城管驿站；市心南
路驿站成为环卫保障中心市心南路党员
先锋岗建设的基地；城河公园驿站内设
有悦读益站，很多市民来到这里陪孩子
徜徉在书海，极大地丰富了驿站的服务
内容。

11座城管驿站 明起向户外工作者免费开放

序号 驿站名称 地址
市心南路站1 萧然南路411号西侧（城管城厢中队西）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萧然南路站

蔡家弄站

通惠南路站

南门桥站

北干中转站站

育才路北伸站

城河公园站

育才路站

道源路站

金城路东伸站

育才路南伸站

萧然南路85号（原东门垃圾中转站东）

蔡家弄（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北围墙外）

通惠南路207号（环卫大楼外）

萧然南路南门桥西南

北干垃圾中转站内（市北菜场东侧）

育才北路与博学路交叉口城北停车场公厕（银河实验小学西面）

人民路城河公园公厕旁

育才路528号对面公厕旁

道源路506号对面公园公厕旁

金城路东伸路北涝湖村（水果批发市场东面绿地内）公厕旁

育才路1068号斜对面公厕旁（汇宇小学对面）

北干街道太汇楼宇社区党建联盟社近日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慰问
交警、保安和环卫工人等高温一线作业人员。图为中国电信萧山分公司党
员志愿服务队给交警送清凉。 通讯员韩敏记者范方斌摄

高温慰问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蔡敏燕

本报讯 日前，由区供电公司自主研
发的带电作业机器人上线，工作人员只
需远程操作便可完成众多高难度运检工
作，大大降低夏季高温天电力工人的工
作难度。

在区供电公司的配电分公司实训场
地，记者看到这个带电作业机器人。“它能突
破作业环境的限制，一键自动搭接分支线引
线，实现智能配电网运检方式。”区供电公司
运检部邬晓威说，这个小小的机器人，不仅
能够克服地形、杆塔等环境的限制，还能在
夜间、小雨（雾）天气、高温天气等风险系数
较大的作业场景进行带电作业。

在听到自研出带电作业机器人后，带
电作业班丁洪感慨万分：“以前在夏天我
们一次作业下来浑身湿透，有时遇到比较

复杂的故障，因为害怕带电作业人员中
暑，还需要中途更换人员进行抢修，现在
有了机器人，能减轻我们作业人员不少的
工作量，降低相关安全隐患。”

这个“神器”用双手就能托起，虽然
很小，但作用很大，能实实在在解决带电
作业的大问题。据统计，2019年区供电
公司带电作业中简单的带电拆搭头作业
占据全部10（20）kV架空线路带电作业
总量的70%以上，而该带电作业机器人
技术可适用于大部分的作业场景，代替
人工完成带电作业，极大地提升智能化
不停电作业能力。面对未来，邬晓威信
心满满：“接下来，我们将对带电作业机
器人进一步优化，最终实现 5G远程操
作，提升人机交互能力，并以萧山配电网
为试点，逐步扩大推广范围，让配电网运
检更加智能可靠。”

■记者黄婷

本报讯 为更好满足乘客多样化的
出行需求，进一步优化铁路杭州南站周
边客运秩序，我区持续优化配套公交线
网，开辟夜间通宵专线，与主城区实现无
缝对接。

每天晚上10点，8300路（杭州南站
至城站火车站）准时停靠杭州南站西广
场公交站台处。这辆“特殊”的公交车只
在夜间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半运行，
往返于杭州南站至城站火车站。据杭州
南站运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夜间抵达

的部分普速列车，杭州南站作为其唯一
停靠杭州的进出车站，部分旅客存在自
杭州南站前往主城区的出行需求。为
此，我区建立8300路通宵线，以缓解夜
间旅客出行难的问题。

作为钱塘江南岸唯一一座24小时
营运的客运铁路枢纽，杭州南站自7月1
日开通以来累计接待旅客破 60 万人
次。针对南站启用后进出站旅客特征分
析，将部分线路进行延长，接驳至杭州南
站，最大程度覆盖了自杭州南站至杭州
主城区、萧山城区、南片组团、东片组团
各个方向市民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

“我们选择了几条客流量大、途经区
域广的公交线路，并将其延长至杭州南
站。”上述负责人介绍。通过延长181路
服务时间，加强南片临浦组团到南站及
地铁1号线的服务能力。同样，针对东片
市民出行需求，自8月5日起将延长731
路、736路、748路公交车运行时间至晚
上8点，覆盖大批次的高铁到达时间。

“目前，南站周边的公交线路实现日
运送旅客2千余人次，日分担进出站旅客
约20%，基本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上述
负责人介绍，我区将继续及时优化调整
公交线路，不断完善现有公交配套。

优化公交配套 铁路杭州南站开辟夜间专线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周潇潇

本报讯 日前，区国资经营集团成立
了应急保障大队，推进该集团应急管理体
系和应急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应急
保障能力。区委常委、人武部部长金孝平
出席。

据了解，国资集团应急保障大队根据
集团行业突发事件特点和所属单位区域
位置统筹建设、管理。在机构设置上根据
应急工作实际，设立了综合协调、信息宣
传、后勤保障、纪律督查四个组及负责具
体应急保障任务的五个分队。共吸收
125名优秀干部职工，平均年龄31岁，有

部队服役经历人员占21%。后续应急保
障大队将按照突发事件性质、特点和危害
程度启动应急机制，承担突发事件应急救
援任务，并根据需要，承担区委区政府临
时交办的应急救援任务。

目前，区国资集团已制定应急保障大
队学习培训计划，切实提高队员的政治素
养、业务技能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对能
力，确保每一名队员懂应急、会应急、能应
急。并按照整合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的要求，实现人力、物资、设备、技术和
信息的科学配置，形成全方位的协调联动
机制，做到统一调度和资源共享。

■记者黄婷通讯员丁玲琴

本报讯 日前，随着广乐安置房顺利
通过室外景观工程验收，一个环境优美、
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新型小区即将交付。
接下来，该安置房小区将迎来消防验收及
综合验收，计划今年年底前完成交付。

位于蜀山街道风情大道旁的广乐安
置房小区，大门前绿草如茵、树木葱茏，16
幢香槟色的住宅楼整齐气派、间距开阔。
一入小区，平整宽阔的内部道路、各类标
识清晰。在小区西侧草坪，临水河畔，一
条长约500米的石板路两旁种满了樱花
树和桂花树，待来年春天，幽幽曲径，繁花
蔽日，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条浅粉丝带垂

挂在绿色草坪上。到了秋天，则是满树的
金色点缀，桂花香飘遍整个小区。除小径
外，整个小区种有桂树、银杏等多种观赏
性植物，在增添小区绿化多样性的同时，
给即将入住的居民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广乐安置房绿化率达30%，小区内
部同时配备幼儿活动区、花园以及羽毛球
场等设施场所，可以满足居民们多样的生
活需求。”萧山城区建设公司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据介绍，广乐安置房项目总建筑面积
约36万平方米，含16幢高层住宅，共有
50平方米、70平方米、90平方米、120平
方米、140平方米、160平方米6种不同面
积的户型。

区国资经营集团成立应急保障大队

打造樱花小径 广乐安置房将变身“最美安置小区”

电力智能运检再添神器 带电作业机器人上线

杭州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 总体调整比例5%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胡丹凤

本报讯 近日，区市监局新塘所收到
市民曹先生送来两面写着“秉公执法、勤
政为民”“夯实便民、态度亲蔼”的锦旗。

曹先生的老家在安徽省，是一名外来
务工人员，父亲曾在衙前某企业工作了近
二十年。最近，由于该企业因担保等原因
破产后，父亲失业后的补偿款迟迟没有拿
到，最后无奈向法院起诉。法院要求其提
供关于该企业实际经营地址与营业执照
注册地址是否一致的证明，故来到新塘所
寻求帮助。

工作人员了解到其情况后，立即对该
企业进行实地核查，证明营业执照上的地
址是正确的，考虑到曹先生作为一名外来
务工人员维权的不易，劳动工资补偿虽不
是市场监管局的职责，但还是尽所能帮助
其联系企业和乡镇劳动保障站等单位。
最终，曹先生表示他父亲与企业已经有了

比较好的协商方案。曹先生被工作人员
的暖心服务感动，专门从江苏苏州快递两
面锦旗以表谢意。

无独有偶。近日，蜀山街道南润名座
的业主自发组织为区市监局市郊所送来
了“勤政为民 公正执法”的锦旗，为该所
在转供电专项整治中的高效执法和热情
服务点赞。

自今年4月份我区要求组织开展转
供电环节降费政策落地工作专项检查开
始以来，区市监局市郊所持续深入开展转
供电环节专项检查，督促辖区转供电单位
严格落实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在专项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首先排查摸底并结
合日常投诉举报工作，对辖区内可能存在
转供电违规的小区、商业楼宇做了详尽调
查，初步锁定检查名单，然后对照名单进
行针对性检查和精准指导，对转供电环节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为民解忧 区市监局收到三面感谢锦旗

■记者杨圆圆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人力社保厅、浙
江省财政厅印发通知，从2020年1月1日
起，为全省2019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人员调整基本养老
金水平。杭州按省通知执行，总体调整比
例5%，力争在7月底前将增加的基本养
老金（即1—7月补发待遇）发放至企业退
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账户内。

根据国家部署，2020年调整退休(含

退职，下同)人员基本养老金，采取定额调
整、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其中，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增加40元。挂钩调整则与本人
缴费年限、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体现“多
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同时，还对企业退休军转干部、企业
退休劳模和省先进生产（工作）者、企业退
休原工商业者、按月享受定期伤残津贴的
企业职工及企业工伤退休人员待遇调整
予以适当倾斜。

■首席记者龚洁通讯员汪洁涤

本报讯 民营企业是萧山的最大特
色、最大优势和最大资源，是萧山对外的

“金字招牌”，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人
大代表最关心的事之一。

今年4月，区人大代表、永盛新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诚提出了“高度重视民
营企业员工舞弊以及加大经侦力量”的建
议。他认为，“相关部门要更加深入对民
营企业的调研与培训，手把手做好指导工
作，在我区的民营企业中形成一种良好的
发展氛围。而针对民营企业的‘贪腐’现
象，则应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积极
参与到民营企业打击贪腐的行动中，保护
民企持续健康发展。”李诚坦言，他的集团
也遇到过类似企业员工舞弊案件，而这类

现象在萧山民营企业中也并非个例。
收到该建议后，区公安分局迅速落实，

局领导两次带队到永盛集团走访，不仅组
织经侦警力快侦快办内部员工职务侵占案
件，还以案说法帮助企业分析原因，督促企
业重视内审与法务建设，协助集团建立完
善国内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减少
甚至杜绝涉企员工的舞弊行为。

一条建议，相关部门不仅上门对接，
还帮助企业梳理管理上的“漏洞”。办案
与指导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内部
的监管制度，减少了民营企业内部舞弊
的可能性。而这样的针对性“办理”和

“答复”，也得到了李诚的感谢与肯定。
作为涉企犯罪的专业打击力量，区

公安分局高度重视经侦大队的建设与发
展，配足配强经侦队伍，做精做强经侦业

务。近三年来，萧山经侦打击实绩稳居
全市第一、全省领先。2019年以来，共办
理涉民企员工经济犯罪案件33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56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16 亿元，起到了较好的打击震慑作
用。疫情以来，经侦大队围绕围绕复工
复产、精准服务等开展上门走访重点、龙
头企业68家，帮助查找企业在经营发展、
防范职务犯罪、安全防范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一对一”进行解决，提高企业依法
管理水平，提升员工遵纪守法意识。

“积极打击民营企业贪腐行动，作用
与意义不亚于各类优惠政策。”区人大代
表李诚如是说。

打防结合为民企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