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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市民：
近期，国外疫情加速反弹，国内多

地出现散发病例或聚集性疫情。春节
临近，为确保您和全区人民的身体健
康，请按照我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最新要求，积极配合落实好以下防控
措施。

一、返萧来萧人员及时报告。凡
近期返萧来萧人员，应立即向所在村
社区和单位报告，主动配合做好信息
登记，并按照具体情况，配合相应的健
康管理工作。各村社区要加强人员排
摸工作，及时掌握情况。其中，入境人
员在集中隔离观察14天期满后，需继
续落实“7+7”居家健康观察和日常健
康监测，并自觉遵守相关健康管理规
定。从国内中高风险区返萧来萧人
员，按照规定酌情落实7天居家健康观
察和7天日常健康监测。

二、提倡就地过年，减少出行。自

觉做到不扎堆、少流动，原则上不出省，
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三、减少聚集性活动。减少不必要
的聚集性活动，不组织大规模聚会聚
餐，倡导红白喜事从简，家庭聚会聚餐
等控制在10人以下。

四、做好个人防护。每个人是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建议家中适当储备
防护用品，强化个人防护意识，养成戴
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一米
线”、用公筷等良好卫生习惯。出入公
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应戴口罩
并接受验码、测温。

五、及时规范就诊。如出现发热、
咳嗽、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就医。患者
和陪同人员都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及以
上级别口罩，到区级定点医院发热门诊
就诊，就诊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

区发热门诊定点医院和核酸检测
综合服务点为：

区第一人民医院通惠院区（地址：
拱秀路719号，电话：0571-83807296）

区第二人民医院（地址：瓜沥镇东
灵路47号，电话：0571-82577338）

区第三人民医院（地址：临浦镇峙
山北路152号，电话：18072810065）

区中医院（地址：育才路156号，电
话：0571-83812501）

萧山医院（地址：育才北路728号，
电话：0571-83865633）

上述医院发热门诊24小时开放。
蓝天宾馆综合服务点（地址：通惠

南路267号，服务时间：8:00-11:30，
13:30-16:00，电话：17706711968）

杭州市萧山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

加强冬春季和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告市民书

■首席记者王慧青

实时监管、数据分析、精准研判……
当“互联网+”思维融入基层治理，智慧治
理应运而生。近年来，萧山大胆改革，充
分运用数字化、智慧化手段，加速数据赋
能社会治理全链条，打通线上线下信息不
对称的“任督二脉”，逐渐构建起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努力探索全域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萧山实践”。

社会治理数字化

“流动小摊贩怎么管？”“走失人员如
何尽快寻回？”“小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情
况怎样？”在宁围街道，这些问题只要点点
鼠标，就可以“一网打尽”。

这背后，源于一个“宁聚蓝”智慧治理
平台，能满足基层社会治理28个场景需
要。比如，针对违章停车等城市管理的痛
点，“宁聚蓝”改变了以往人工发现和处置
的方式，一旦违停区域有车辆进入，前端
自动感知并联动现场喇叭远程喊话，提醒
车主及时驶离，让“小智慧，大应用”真正
融入民众生活。

益农镇群围村装上“智慧小脑”后，

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和村庄内180个实时
监控摄像头，可以全面掌握村庄最新动
态，实现人、房统一定位。与此同时，村
民也可以随时随地上报任何诉求、疑
问、意见建议等，系统接收信息后，工作
人员会根据信息内容选择直接答复，或
者指派给网格员上门处理。通过信息
联通互动，群围村干群之间架起了一座
连心桥。

与之类似的还有，义桥镇的“微信治
村”，临浦镇通二村的“平安钉”，河上镇
众联村的“智慧门牌”……当然，萧山数
智治理的探索，不仅发生在城市社区、广
袤乡村，还发生在各领域、各行业。当
前，依托“城市大脑·萧山平台”，我区正
着力开辟和完善智慧消防、智慧应急、智
慧城管、智慧市监等基层治理运用场
景。如在去年疫情期间，我区联合企业
研发了“萧山战疫”移动驾驶舱，可以对
全区群众健康数据进行实时汇总、分析，
实现了我区疫情的精密智控。

管理效能大提升

一个个数智治理的实践，不仅让萧山
基层治理更有生机和活力，也减轻了基层

负担，提升了管理效能。
义桥镇专职纪检监察员朱佳丽深有

感触，各村设立了村社专属微信号，与村
民建立朋友圈后，村务监督工作量减轻了
不少。“以前‘三务’公开发布信息，需要人
工询问、记录，现在公布在网上，大家都能
看到，既方便汇总统计，又有效解决了监
督滞后问题。”

数字赋能，逐步打破政府各部门之
间的数据孤岛。“食安慧眼”阳光厨房是
智慧市监下的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平台
除了可以对全区餐饮单位的阳光厨房进
行预警，还打通了浙江省食品经营许可
系统、食品抽检风险平台等多系统数
据。“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可以很快

‘揪’出问题餐饮店，有效破解以往难监
管的困境，有助于分类分级精准监管，保
障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区市场监管
局餐饮科科长蒋一冬表示。

山林发生火灾，出动无人机高空侦查；
汛期时，河道水位变化一目了然……这样
的智慧应用场景在萧山成为常态。“以前在
天灾面前‘无能为力’，现在通过引入数字
化监管平台，可以提前预警分析，并实时获
取动态监测信息，为全区应急指挥和部署

提供更科学的决策。”区应急管理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智慧治理大大提升了全社会
应急管理的能力。 （下转第2版）

数字赋能 基层社会治理“更智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而基
层治理，更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息
息相关。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萧山探
索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就是“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让群众办事更高效。群众
的幸福感，很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政府的
办事效率。萧山各地通过打造“宁聚蓝”

“智慧小脑”“微信治村”等一批智能治理平
台，扫除了政府和村民之间信息沟通的障
碍，让群众办事更方便。百姓只要有诉求、
疑问、意见建议等，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线
上实时反馈，部门收到信息后马上处理，大
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智慧治理，让百姓生活更安全。通过
“城市大脑·萧山平台”，萧山正在着力打造
智慧消防、智慧应急等多个基层治理应用

场景，发生火灾、交通事故等突发性事件
时，救援力量可以更加及时、精准地到达现
场，更好地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尤
其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萧山战疫”
移动驾驶舱实现了对我区疫情的精密智
控，守护好了全城百姓的生命健康。

智慧治理，让廉政生态更清明。整
治基层“微腐败”，一直是个监管难题。
智慧治理，让清廉村社建设逐步扎根落
地，让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成为现
实。村务公开，村级资金的使用情况上
网公布，村民一目了然，既压缩了村干部
腐败的空间，也给村民发现问题、发表意
见、检举揭发等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基
层政治生态好了，执政为民的理念，才能
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老百姓才能收获更
多幸福感。

数智看萧山

探索基层智慧治理的“萧山样本”
何学仁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陈力新

本报讯 日前，楼塔镇管村村一座
始建于清代的砖木结构民居完成修
缮，古香古色的大厅、墙体、屋面、石
柱，充满韵味的赤柱、横梁及照壁上
的浮雕，展现出清代典型的宅第民居
风格。该处历史建筑未来将成为管
村的村史馆。

据了解，2018年12月5日，杭州公
布了我区第一批共90处历史建筑，大
部分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传统民居、家
庙祠堂建筑。在城市有机更新中，区住
建局通过科学规划、分级管理、保护优
先、合理利用，赋予了这些历史建筑全
新生命力。

两年多时间以来，除了管村民居这
处已公布的历史建筑之外，我区还有
11处农村历史建筑得到了修缮保护及
利用，如楼塔老街内的仁德弄19号，已

成为妇运先驱楼曼文烈士纪念馆，义厅
弄12-13号引入国家级画院—李可染
楼塔艺术中心，前厅弄5号正在积极招
引民宿产业。

在保护历史建筑过程中，区住建
局创新思路，通过发放告知书，明晰
保护责任人的权利、义务，告知历史
建筑的保护责任人，使其履行在历史
建筑保护中的义务。在告知保护责
任人前，区住建局对历史建筑所在属
地政府也进行了告知，形成了部门主
管、属地督促、保护责任人日常维护
的保护新模式。

今年，区住建局将开展第一批90
处历史建筑的测绘建档工作，形成“一
栋一册”，纳入全省历史建筑数据库。
同时积极修缮保护，探索活化利用，积
极推行市场运作，探索运用民间智慧资
本参与保护利用，让历史建筑“活起
来”“用起来”。

我区将对90处历史建筑建档

作为杭州亚运会分赛区，临浦体育馆将承办柔道、柔术和克柔术三项赛事。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建设，临浦体育馆目前已初现雄姿。 记者范方斌摄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昨日，市委副书记、区委书记
佟桂莉赴新塘街道、蜀山街道调研区委十
五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落实情况。她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找准定
位、积极谋划、创新实干、砥砺前行，以新
奋斗、新担当，开启建设“亚运国际城·数
智新萧山”新征程。

副区长方军参加。
佟桂莉实地调研了新塘街道新丰村、

蜀山街道湖东村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美
丽田园建设蜀山启动段、杭州之江公司总
部经济项目现场等情况，车览了杭州湾信
息港·蜀山未来城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蜀山街道关于区委十五届十
二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和未来发展
工作思路的汇报。

佟桂莉指出，过去的一年，蜀山街道
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决策部署，积极有效应
对疫情的影响，产业发展有举措，项目保
障有力度，文化建设有进步，村社换届有

实效，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
的进步和成绩，值得肯定。

佟桂莉强调，区委十五届十二次全会
是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明确
了“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的发展导向，
擘画了萧山“十四五”发展蓝图，吹响了萧
山发展的新号角。各镇街、平台要认真学
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此次区委全会精神，
立足萧山发展大局，结合各地实际，以更高
的追求，更严的标准，更奋进的姿态，全力
推进各项工作，为萧山奋力打造“重要窗

口”示范样板，勇当省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排头兵，展现更大担当，作出更大贡献。

佟桂莉要求，要打好“创业牌”。蜀山
街道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环境优势、产
业优势，锚定目标，做强存量，借势借力，
培育增量，做好空间保障，强化双招双引，
注重平台打造，积极谋划生物医药、智能
制造产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打好

“文化牌”。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以问题
为导向，系统梳理文化建设的薄弱点，不
断创新载体和手段，挖掘好“知章故里”文

化，打响文化品牌，发挥好现代名人作用，
讲好蜀山故事。要打好“幸福牌”。抓好
民生工程，做好项目保障，优化人居环境，
打造宜居宜业宜学的新城区，切实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打好“党建
牌”。做好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后半篇”文
章，完善村社运行体制机制，深化数字乡
村工作，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基层治理，树
立“四治融合”的新典范，展示好新班子新
气象，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更
大的贡献。

佟桂莉在新塘街道、蜀山街道调研时强调

新奋斗新担当 开启建设“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新征程

■记者盛凤琴

本报讯 昨天，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视频会议结束后，区政府接续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部署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章登峰主持并讲
话，区领导吴炜炜、罗林锋、倪世英、方军
参加。

章登峰指出，思想上要高度重视。
从疫情发展动态看，当前常态化疫情防
控难度变大，正经历新一轮考验和挑
战。要充分认识到病毒变异病案复阳风
险提高、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增大、季
节性传染病交织叠加等新特点新形势，
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敏感起来、紧
张起来、严格起来。

章登峰强调，行动上要加强落实。

严格按照省市统一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要强化指挥体系，明确
责任分工，健全工作机制，区防控办要
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实现高效有序运
作，及时发布信息动态，落实分级分层
管控，加强应急值班值守。要减少人员
流动，严格落实公职人员请示报告制
度，取消非公务出境，减少不必要出省，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积
极鼓励在萧工作人员留萧过年，从严控
制大型会议大型活动举办，避免公共场
所人员聚集，提前研究春节后返岗返工
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要强化个人防
护，进一步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高群
众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积极引导
群众戴口罩、勤洗手、用公筷公勺，尽量
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会聚餐。要落实
隔离措施，坚持入境人员实施“14+7+

7”健康管理，国内高风险地区来萧返萧
人员实施“7+7”健康管理，开展集中隔
离场所定期消杀和工作人员核酸检
测。要强化“四方”责任，建立健全外地
来萧返萧人员及时报告体系，积极落实

“五有一网格”制度，加强工地和企业防
控督查督导，联动机场做好疫情防控。
要严管冷链物流，坚持“人物并防”，落
实“全受控、无遗漏”闭环管理措施，做
好集中监管仓管理。要严格发热监管，
坚决执行发热治疗药品销售监测报告
制，落实医疗机构首诊负责制，推动医
疗机构与疾控机构信息共享，确保发热
门诊设备独立使用。要强化宣传引导，
区级媒体根据动态情况及时发布风险
预警和澄清谣言，积极引导群众落实个
人防护措施，不断增强疫情防控主动性
和自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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