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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戚天琪

本报讯 这两天，颐乐养老集团临
浦分园的老人们正乐呵呵地搬入新
家。临浦镇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经
过3个多月改造提升后，将之前供养的
60多位老人重新接回了家。除临浦镇
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外，新街镇和瓜沥镇
两家五保供养服务中心也于去年 12月
完成改造，将于近期分批接回之前供养
的老人，并逐步实现对全区农村困难老
人的集中供养。

出台养老中心改造提升三年规划

据统计，我区现有18家农村五保供养
服务中心，床位1649张，入住特困老人
344 名，社会寄养老人 258 名，分别占
20.86%和15.65%，床位空置率高达65%。

据区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由于
受基础设施、管理方式、服务保障等因素
制约，农村养老机构存在“低、小、散”等现
象，基础设施落后、工作人员流动性大，养
老服务专业化程度不高是我区农村养老
机构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近年来，随着
特困老人总数日益减少，农村五保供养服
务中心出现了入住率低、资源大量闲置等
情况，这对运营成本、运营能力及安全提
出了更高要求。

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满足群众对高
质量养老服务的需求，2020年5月，区民

政局在全省率先启动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中心提升工程项目三年规划，按照集团品
牌、管理标准、人员管理、财务采购、硬件
配套等“五个统一”，以二星级以上养老机
构建设标准推进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
转型升级。去年7月，区国资经营总公司
旗下的萧山颐乐养老服务集团公司正式
成立，今后全面负责全区18家农村五保供
养服务中心的运营。至此，我区养老集团
化运营跨出实质性步伐。

软硬件提升 增设康复护理室

在整合镇街农村五保供养服务中心
资源的基础上，区民政局按照就近就便的
原则，确定临浦、瓜沥、新街3家五保供养
服务中心为集中供养点。去年9月，这3
家镇街五保供养中心率先启动硬件设施
改造提升，并增设康复护理室或内设医疗

机构，增设护理床位，以更科学地实施区
域性集中供养。截至去年12月底，3家五
保供养中心相继完成改造，无论是硬件设
施还是软件服务，都有了明显提升。

以临浦镇五保供养中心为例，经改造
提升后，护理床位增加到152张，不仅加装
了电梯，还对居住房间进行了重新装修，在
公共通道里增设了扶手，铺上了防滑地胶，
还在每个洗手间里增加了无障碍设施。每
个房间都统一安装了空调、电视机、床头呼
叫器，每位老人还拥有独立的床头柜和衣
柜。有的老人喜欢做点手工活，还可以申
请住在单人间。供养中心还增设了康复护
理室，以前老人生病往往需要外出就医，慢
性病的康复也缺乏专人指导，如今这些后
顾之忧都得到了解决。颐乐养老集团将按
照供养的人数配备专业的护理员，让老人
们在中心就可以得到很好照护。刚搬回来

的王金祥老人告诉记者，他在供养中心住
了14年，没想到还能住上“新家”，现在条件
更好了，他住在这里觉得很满足。

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3家镇
街五保供养服务中心除对全区农村特困
老人进行集中供养外，今后还将优先保障
低保、低保边缘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
家庭老年人养老需求。此外，其他五保供
养服务中心也将分批纳入启动集团化运
营。凡列入改造提升的五保供养中心，将
增设康复护理室或内设医疗机构，没有列
入改造提升计划的，
将转型为面向社会
老人的养老机构或
镇街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以满足农村群
众多层次的养老服
务需求。

3家镇街五保供养服务中心完成改造 农村也能享受高质量养老服务

18家农村养老中心 开启集团化运营

为了给台湾同胞送去新春佳节祝福，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组织会员
写福写春联200余副，通过快递寄送给台湾台胞。 通讯员杨贤兴摄“福”送台胞

■记者黄婷通讯员彭婷婷

本报讯 近日，记者自杭州南站管委
会获悉，2021年1月20日零时起，杭州南
站增开旅客列车5对。其中，增开直通旅
客列车5.5对（新增宁波—太原南G3136
次0.5对，杭州东—烟台G2668次0.5对。
既有通改办客 4.5 对，温州南—西安北
G1894 次 0.5 对；合肥南—宁波 G7598/5
次0.5对；宁波—南京G7584次0.5对；温
州南—台肥南G7596次0.5对；龙岩—上
海虹桥D3132次0.5对；阜阳西—温州南

G7795次0.5对；上海虹桥—温州南G7525
次 0.5 对；厦门北—南京南 G1668 次 0.5
对；宁海—亳州南G7724次0.5对）；取消
既有管内动车组办客0.5对（合肥南—温
州南G7485次取消杭州南办客）。

调整管内旅客列车运行区段1对（南
京~赣州D3135次0.5对改南京南始发终
到；温州南—淮安东G7792次0.5对经杭
深线延长运行区段为苍南—淮安东）。

除杭州南站外，铁路杭州站安排开
行旅客列车 494.5 对，较 2020 年“10·
11”图增加5.5对。杭州站减少旅客列车

3对，杭州东站增开旅客列车2.5对。
杭州南站管委会温馨提示，请广大旅

客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随时注意列车开
行信息，准确掌握列车实际开行情况。旅
行途中请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工作，戴好口
罩、勤洗手，共同维护健康安全的旅行环
境。老幼病残孕等
特需旅客出行，可提
前致电铁路客服热
线 12306 预约重点
服务，或与服务台联
系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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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份全区CPI同比上涨
0.8%，让本年度的首次下降成为绝唱；环
比上涨0.9%，涨幅较为明显。

与上年同月相比，食品烟酒类价格
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1.5个百分
点，影响CPI上涨约0.73个百分点。其
他七大类价格同比一涨六降。其中，衣
着价格上涨 7.2%；医疗保健价格下降
2.3%，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0.7%，居住
价格下降0.6%，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下

降 0.4%，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下降
0.2%，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下降0.1%。

与上月相比，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1.8%，影响CPI上涨约0.55个百分点。
其中价格上涨的主要有：鲜瓜果因外地
反季节水果储存、运输成本较高，加之临
近元旦需求量增大导致上涨10.6%；鲜
菜因天气寒冷，本地蔬菜较少，主要以外
地反季节蔬菜为主，各类成本增加导致
上涨6.5%；猪肉因年底消费旺季，餐饮业
备货及居民腌腊需求增多，短期消费需
求增加导致上涨 3.1%；食用油上涨
2.5%，其中食用动物油上涨3.9%；水产
品上涨2.2%，其中虾蟹类上涨9.9%。价

格下降的主要有：淡水鱼下降2.4%；糖果
下降 2.1%；坚果下降 2.0%；啤酒下降
1.6%。

在工业消费品方面，其他住房装潢材
料因玻璃价格上调导致上涨5.8%；液化
石油气因天气转冷需求量增大导致上涨
4.4%；清洗用品、其他文娱耐用消费品分
别上涨2.1%；受国际原油价格走势影响，
汽油、柴油分别上涨5.3%、5.9%；此外，受
国际金价走势影响，金饰品下降1.0%。

服务价格中，钟点工价格上涨导致
家政服务上涨4.3%；飞机票、电影票分别
上涨9.2%。此外，宾馆住宿下降3.9%；
旅行社收费下降2.0%。

■首席记者何可人

本报讯 日前，“典赞·科普中国——
2020年度科普推选活动揭晓盛典”举
行，由我区企业——杭州阿优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推出的《阿U抗疫科普动画系
列宣传片（5部）》荣获“2020年度十大科
普作品”。与“阿U”一同获得该奖项的
还有故宫博物院、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
中心、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等推送的作品。

“典赞·2020科普中国”由中国科协
联合人民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
同举办，为最具影响力的科普活动之一。

据了解，《阿U抗疫科普动画系列宣
传片（5 部）》用小男孩“阿U”的动画形
象，将应急科普与视频制作相结合，融入
对新冠肺炎传染起源的讲解、对白衣天
使抗击病毒过程的讲述、对防疫措施和
日常防护的介绍等。该系列宣传片于去
年2月1日在“学习强国”上发布后广受

关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频等纷纷
报道和转载，并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
荐之后，在全国500多家电视台以及各
大视频网站、新媒体等滚动展播，累计传
播超过7.5亿人次，发挥了科普动画在疫
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杭州阿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动漫企业，旗下
的核心儿童品牌——阿U，影响儿童用户约
1.5亿人，动画作品已累计播出1000多集。

1月20日起杭州南站增开旅客列车5对

去年12月萧山CPI指数同比上涨0.8%

萧山一企业捧回国家级大奖

■记者周珂通讯员朱凤娇朱娜

本报讯 为满足社会大众对于航空科
学的需求，为统战人士联谊活动设置新站
点，昨日，靖江街道飞机科普馆正式开
馆。区委常委、统战部长童一峰参加。

活动中，举行了“结对共建基地”揭牌
仪式。由靖江街道与民建萧山区基层委
员会、萧山区科协共建的飞机科普基地，
促进了街道、党派和协会的同步发展。

开馆仪式后，与会人员参观飞机科普
馆。飞机科普馆，是以民航飞机为核心要
素的开放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兼具的主
题展馆，设民航飞机科普知识展区、飞机模

型展区和视频体验活动区三个展示区域，
总建筑规模约200平方米。通过图片、视
频、模型等载体，以光、电、数码多媒体为手
段，飞机科普馆多视角介绍了飞机发明、原
理演变、应用途径及未来展望等科普知识，
也对学校教育进行了良好延伸和补充，有
利于培养青少年对航空科学的兴趣。

靖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馆契合
靖江全力打造“临空核心区，品质活力城，
善美宜居地”的定位，彰显“空港小镇·临
空启航”的思想主题。下一步，靖江街道
将运用数字化技术，建成具有较强专业
性、互动性、趣味性的主题科普馆，为打造
靖江统战工作特色品牌点燃新亮点。

靖江街道飞机科普馆开馆

■记者蒋超通讯员萧司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司法厅公布了
59家浙江省“枫桥式”司法所的名单，萧山
区司法局瓜沥司法所榜上有名，再次擦亮
了我区司法行政惠民利民的“金名片”。

瓜沥镇面积大、常住人口多，物流、纺
织、机械制造等行业高度发达。为了给群
众提供专业精准、高效快捷的法律服务，
瓜沥司法所在公共法律服务站增加了律
师、公证值班岗，通过专业人员轮流坐班、
开方，为群众释法答疑。同时，积极推进
与镇调委会的协同配合工作，将“诉调”

“警调”“访调”“校调”等调解项目与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深度融合，努力实现矛

盾纠纷不上交、零激化。
此外，该所还不断优化“一村一法律

顾问”工作，实现团队资源共享，通过75
个村社的“之江法云”微信群，把普惠、快
捷的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目前，瓜沥
打造了全区首家以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为
主题的普法宣传基地，增配安装酒驾、毒
驾模拟体验装置，VR步行、骑行体验装
置，安全带抗撞击体验装置等设备，把交
通安全宣教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近年来，瓜沥司法所被授予“全国先
进司法所”称号，瓜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
被评为“大排查、早调解、护稳定、迎国庆”
专项活动表现突出集体，瓜沥镇法律援助
工作站被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

瓜沥司法所被评为浙江省“枫桥式”司法所

■记者魏乐钇通讯员楼青莉

本报讯 近日，由杭州九问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发起的“绿水青山，环境卫士”巡
河行动在湘湖边举行，50多位企业员工组
成的护水队，以实际行动为营造干净清洁
的河道环境出一份力。

当天，护水队志愿者们沿着河岸，清
理沿岸马路、草地、沟渠中的垃圾。遇到
沿途散步的路人，志愿者们主动上前，宣
传绿色生态理念，呼吁大家保护河道。

“此次活动是企业护水队成立以来的首
次行动，希望以此来带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

到信息化护河行动中来，凝聚全社会保护河
湖的强大合力。”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杭州九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多个“全民护水”平台，包括App、公众
号、小程序等端口，公众实名注册进入平
台，点击即可参与处理河道问题或发起护
河公益行动。据统计，从2020年11月以
来，这些平台共发起护水活动68次，被职
能部门称为护河的“参谋”和“助手”。作
为我区首个投入护水公益活动的企业，杭
州九问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今后将定期举
办这样的线下活动，努力将水环境保护的
意识融入到每位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守护河道风景线 企业护水队在行动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近日，2020年度杭州市物业
管理优秀住宅类、非住宅类项目考评结果
正式出炉，“钱塘明月苑 ”“明华名乐花
苑”2个项目入选2020年度杭州市物业
管理优秀住宅类项目，“浙江国际影视中
心”“悦盛国际中心”2个项目入选2020
年度杭州市物业管理优秀非住宅类项目。

去年4月，杭州启动了2020年度杭州
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类、非住宅类项目考
评工作。经区住建局推荐，业主（使用人）

满意率调查、社区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
处评价打分，市协会评审，专家考评，行业
主管部门审核，并在《杭州日报》上公示征
求市民意见无异议后，最终确定了我区4
个项目分别获得2020年度杭州市物业管
理优秀住宅类、非住宅类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为建立杭州市物业管
理优秀项目考评动态管理制度，打破杭州
市物业管理优秀荣誉称号终身制，上述

“杭州市物业管理优秀住宅类项目”和“杭
州市物业管理优秀非住宅类项目”称号有
效期限均为五年（2021年至2025年）。

（上接第1版）

织密智慧治理“一张网”

基层治理，归根结底是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紧跟时代需求，
深化和完善智慧治理能力和水平，使之更
好惠及百姓，成为全区各级镇街及部门的
应时之举。

北干街道将围绕“整体智治新北干”
的目标，升级优化“北干圆桌汇”2.0版，通
过整合联动社区党组织、物业、业委会、党
员居民代表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力量，
完善社区管理端与居民参与端“两端协
同”的智慧治理模式，实现社区服务全天
候、不打烊。

围绕清廉村社建设，区纪委区监委将
继续坚持群众理念和问题导向，在高标准
公开、高精准监督、高质量治理上作突
破。特别是要紧盯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强化大数据监测手段应用，推动群众自
治、整体智治、部门共治的有机统一，实现
村社政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一体推进。

随着基层探索不断深入，全区也构筑
起智慧治理“一张网”。今后五年时间，萧
山将牢牢把握城市治理“巨系统”特质，树
立整体智治理念，深化全域“五治”格局，
创新治理形态、治理模式，强化城市大脑·
萧山平台中枢系统作用，加快机关内部

“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织密织牢共建共享的整体治理网络。

萧山4个项目上榜2020年度物业管理优秀项目

（扫一扫查看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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