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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总工会公开招聘
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

公告

因工作需要，萧山区总工会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14名（劳
动合同制用工）。

招聘对象和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热爱工会事
业。40周岁以下（1980年10月1日[含]以

后出生）。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有
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具有萧山区户籍。

报名时间：2020年10月21日-10月25
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报名地点：萧山区通惠中路128号，萧
山区总工会417办公室。

咨询电话：83712013、83712015。
具体要求详见：萧山网(http://www.

xsnet.cn/)、萧山工会网（http://www.xs-
gh.org/）

杭州市萧山区总工会
2020年10月16日

■通讯员钱佳玲

金秋十月，丰收季节，位于绍兴市柯
桥区杨汛桥街道的海波名苑项目正式开
放了新售楼处。该售楼处格调高雅、简约
大气，成为杨汛桥街道的一道亮丽风景。

新售楼处位于海波名苑项目的大门口，
即虹桥路和杨绍线的交叉口。许多经常来
往杨汛大桥的市民，已经看到新售楼处了，
提前预约的客户更是早早前来一睹风采。

融杭桥头堡，海波名苑享交通利好

海波名苑项目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拥享高速、双高铁站、萧山国际机场
等多维交通网络。2021年7月杭绍城际
铁路即将开通，从入绍第一站——杨汛桥
站出发至萧山的姑娘桥站，将轻松实现与
杭州“换乘王”5号线的无缝衔接。

海波名苑近邻杨汛桥商贸中心、钱清
大前门商圈，萧山市中心几大商城，项目
自身带建筑面积约5000㎡商业，还引进了
知名餐饮肯德基，购物消费等皆可轻松满
足。杨汛桥中心幼儿园、杨汛桥实验小

学、杨汛桥镇中学、树人大学等环伺左右，
书香萦绕。

小高层住区，舒适指数较高

海波名苑规划楼幢均是点式结构

17—18层小高层，容积率仅2.5。绿化率
38%，大大超过了很多高层小区。每一个
户型得房率都较高，实用性都作了极佳的
规划。目前已经开盘了3幢房源，分别是
1#楼、3#楼、4#楼，户型涵盖建筑面积约90
㎡跃层、124㎡、128㎡和130㎡。

海波名苑独具匠心，在小体量的情况
下，打造双层地下室，人车分流，车位配比
1：1.3，增加了居住舒适度和安全性，实属
罕见。在日益重视健康的当下，小区人车
分流，并设有环氧跑道、羽毛球场和儿童
户外玩乐空间，让业主在小区内就可以安
全地享受新鲜空气和运动。海波名苑还
挑选了三菱电梯，保障业主住得安心。

小区还规划了超大的中央花园，在小
高层围合的空间里，用绿植和草坪、动静
水景等装扮业主的公共空间。

跃层平层户型皆有，空间多功能

海波名苑的魅力不仅体现在这些公共
特性上，在户型设计上更是网红产品。

比如建筑面积约90㎡的挑高跃层户
型，层高达6米。客餐厅一体，朝南约6.6
米双开间阳台。

超大的挑空空间也给了该户型可变
空间的可能。因为是毛坯交付，业主完全
可以再设计两个房间和大阳台。形成楼
下楼上动静分离的三房舒适户型。

更有“神户型”建筑面积约124㎡多

功能四房，更大化利用空间，有更优户型
布局和更大赠送面积。南北通透，充分
考虑了采光与通风，东厨西卫，宽境视
野，生活区、休憩区、娱乐区、杂物间一应
俱全。

餐客厅紧邻长约4米的飘窗，在有限
的面积里，尽可能让视线拓展开，更舒适。

南向双卧室约6.8米，主卧洗手间提
供一个舒适的专属空间，在晚上可以安安
心心地泡个热水澡。

建筑面积约124㎡户型的优势就是可
变性强，书房可以放置一张小床，就是稳
稳的客房配置。超6㎡的阳台面积足够宽
敞，窗外风景盎然。四房选择，多空间，多
生活。

海波名苑建筑面积约124㎡户型将工
作阳台和生活阳台分离，南向双阳台和东
（西）边阳台各有分工，为居住扩展出更多
可能，生活从此拥有更多纯粹的空间。

内有乾坤的户型设计，独到品味的景
观排布，健康先锋的生活理念，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便捷齐全的配套环境，这样
一个楼盘，怎能让人不心动！海波名苑崭
新售楼处臻美绽放，欢迎品鉴！

楼下就有肯德基的海波名苑新售楼处开放

海波名苑营销中心实景

衙前坚持宣传指导垃圾分类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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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村“抱团联建” 每年增加收益150万元
美丽萧山

浦阳镇首个重点消薄联建项目浙江农联大厦（径游农贸市场）开业

北干“绿书签”为孩子营造健康阅读环境

回澜南苑：智慧化社区更宜居

新街开展重阳节系列活动

广乐安置房项目位于
蜀山街道，西邻风情大道、
南至第四横河、北至向旭
路，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
米。目前，已进入综合验
收准备阶段。

记者 丁毅 摄

闻堰构建“小巷总理”社工人才库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魏金阳

昨天上午10点20分，方林骑着电动
车来到城厢街道回澜南苑社区南门，一个
道闸拦住了他的去路。他摁了下喇叭，保
安师傅从岗亭里走出来，问道：“你是外来
的吧？来社区有什么事？”方林回答：“看我
姐姐。上次来的时候还没安装道闸，现在
进去可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保安师傅摁
下手里的电子锁，闸门自动打开，方林骑了
进去。保安师傅说，如果是社区居民，只要
刷一下脸就可以进出，非常方便。

不仅是骑电动车的方林，开着汽车的
外来人员想进入回澜南苑，也没那么容
易。上午10点40分左右，在社区东大门，
就有几辆外来车子被拦在门口，司机先进
行登记，写明来访理由，保安师傅才会开起
道闸一一放行。但如果是社区居民，道闸
就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开闸放车子进入。

这是回澜南苑智慧化社区建设带来的
最大变化。通过智慧（人脸）识别，社区有
效掌控外来人员情况，安全系数大大提
高。通过车牌识别，社区将外来车辆挡在
门外，使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以前
一到晚上，社区里车子乱停现象很严重，常
常把道路也堵了。现在好多了，不仅车子
停得井然有序，有时晚回家还能找到停车
位。”业主陈凯说。

回澜南苑位于老城区核心地段，周边
学校、商店遍布，人流密集。社区里出租户
多，加上学区房交易量大，给治安管理带来
很大难度。之前社区没有安装车辆识别系
统，无法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有效管控。
为提升社区居住品质，保障居民生活安全，
今年上半年，由城厢街道牵头，联合房管
处、华数等相关单位对回澜南苑进行“智慧
社区”建设，并于上个月通过验收。

在建设过程中，回澜南苑安装了人脸

识别系统、车辆识别系统和智能视频监控
系统，搭建起一个高效运作的“智慧社区
生态监控”综合管理平台。同时，对微型
消防站进行改建，并在每个楼道安装灭火
器。

目前，社区内共安装了117个监控、6
个车闸和7处人脸识别通道。凡是社区居
民，无论行人或车辆，通过信息登记就可实
现无障碍通行。值得一提的是，行人通过
人脸识别直接通关，无需带卡，避免了遗失
补办的麻烦，特别适合老年人。

最近一段时间，居民们明显感觉外来
车辆少了，社区各条道路变通畅了，环境也
整洁有序多了。居民们纷纷称赞：“建设智
慧化社区，这件事办得真当好。”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楼丹瑜

本报讯 北干街道将“绿书签”行
动系列宣传活动纳入年度“扫黄打非”
工作计划，结合街道“护苗2020”专项
行动，在街道范围内全面开展2020年

“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
“绿书签”寓意为“有生命力的、纯

净的、充满希望的绿色文化环境”，以
书签的形式传递出人们尊重知识、尊
重创意的心声。北干在海报书签上添
加本地元素，设计制作一批“绿书签”
宣传品，包括海报易拉宝、海报橱窗
贴、书柜贴、绿书签等，通过开展宣传
活动，积极推广“绿书签”行动形象标
识，并结合“北干·爱阅城”年度系列读

书活动，推荐爱国主义主题出版物，倡
导多读书、读好书，让少年儿童受到优
秀文化滋养，健康、阳光、快乐成长。

华达社区结合“北干·爱阅城”读
书活动开展“绿书签”行动，推出“亲子
阅读，书香为伴”家庭亲子阅读月活
动，倡导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拒绝不
良信息等理念。金稼苑社区邀请辖区
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到社区活动室，
一边看纪录片《蓝色星球》，一边分发

“绿书签”，共同讨论保护海洋环境、维
护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萧然社区青
少年俱乐部特别策划“相聚云端，共同
成长”线上活动，“然·少年”们讲述自
己喜欢的故事，为辖区内青少年“烹
制”云上精神盛宴。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 近日，新街街道在新街一
小体育馆举行2020“情暖重阳，百善孝
为先”翁仁康莲花落专场演出，拉开了
新街2020年重阳节系列活动的序幕。

翁仁康表演的《翠姐姐回娘家》
《割肉还娘》等一首首贴近农村生活实
际、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目，博得了观众
热烈掌声。

此外，新宜社区举办了“共创平安
社区，共建美好家园”文艺晚会，有相
声、越剧、舞蹈、歌唱等节目，吸引了数
百名观众观看。沿江村举行越剧《五
女拜寿》专场演出，获得群众好评。

新街还将组织志愿者到社区、老
年过渡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并对90
岁以上老人进行上门慰问，进一步营
造爱老敬老的浓厚氛围。

■通讯员 华兴桥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连日来，衙前镇垃圾分类
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宣传普及垃圾分
类知识，持续提升居民的垃圾分类意
识，坚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衙前垃圾分类工作小组携手学子
进村入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讲解垃
圾分类回收流程。大家沿街捡拾垃
圾，再进行垃圾分类，让学子掌握垃圾
分类知识，从自身做起，带动周围的人

一起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在新林周村、凤凰村和江湾绿苑

小区可回收物网点，积分兑换活动持
续不断，村民们积极参与其中。“现在，
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习惯，这样既保护
了环境，还能兑换日用品，挺好的。”卢
阿姨拿着兑换的日用品开心地说。

衙前还坚持做好垃圾分类指导工
作，工作人员对垃圾袋进行破袋检查，
对分类不准确的居民进行现场指导，
让居民正确掌握垃圾分类常识。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徐王剑

本报讯 昨日，浦阳镇首个重点消薄
联建项目浙江农联大厦（径游农贸市场）开
业，配套农贸市场、福家超市以及众多店
铺，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购物。

据了解，径游农贸市场是浦阳镇以“抱
团联建”的方式，创新突破传统单一消薄模
式的成果。该镇通过统筹全镇9个薄弱
村、1个欠发达村的消薄财政补助资金，采
取“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经营，产权清
晰、收益归村”的模式，在江南村区域内建

设径游农贸市场。项目用地面积7004平
方米，共建主体楼层 9 层，总建筑面积
10996平方米，总投资约2670万元，由申
请区财政补助资金和相关村自筹资金组
成。目前已招商引进杭州邦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能为10个村每年共增加150万元
的固定收益，又为农产品交易搭建平台，为
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实现“一举多
赢”。后续，计划再投入1000万元将径游
农贸市场打造成四星级农贸市场。

径游农贸市场宽敞明亮，布局清晰，划
分为瓜果蔬菜、肉类禽蛋等区域，各种商品
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老百姓常用的“柴米
油盐酱醋茶”也一应俱全。曹坞村村民李
美娟，将水果摊从老市场搬到了径游农贸
市场，她说：“这里干净宽敞，停车方便，村
民都愿意到这里来购物，开业第一天生意

就很好，看到了很多老主顾。”旁边一同开
业的福家超市是浦阳目前最大的超市，为
村民提供了高质量的购物体验。

浦阳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浙江农联是
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零售市场专委会
理事单位，拥有成熟的生鲜垃圾处理技术，
组建有电商运营团队、物流基地和线下配
送团队，并建立大数据库，致力于打造标准
化精品连锁品牌农贸市场。农联大厦成立
后，可提供价格更亲民、种类更丰富的商
品，能更大程度满足浦阳人民的购物需求。

接下来，浦阳镇将紧扣乡村振兴总目
标，认真贯彻落实市、区两级消薄攻坚新要
求，坚持以美丽环境催生美丽经济，以“绿
色杠杆”撬动“生态富民”，以担当作为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打造“诗画桃源·活力浦
阳”，努力谱写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李永水 葛城城

本报讯 为提升社区工作者业务
水平，打造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
队伍，近日，闻堰街道在党群服务中心
先后组织开展初、中级社工师考前培
训，吸引100多名学员报名参加。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而社工队伍是治理的基石。此次
考前培训，为构建初、中级社工人才

库，培养高级社工人才做好准备，有利
于街道优化社工人才结构，推动社工
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为创新社
区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下阶段，闻堰将充分发挥社工人
才队伍的专业优势，积极打造镇街社
会工作站，加强社工师培育及梯队建
设，为辖区百姓提供更加专业化、多元
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有效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