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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奋斗百斗百年路年路启启航航新新征征程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奋斗百斗百年路年路启启航航新新征征程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民呼我为民呼我为

构建“1+26+N”党群服务新矩阵

萧山打造“15分钟党群服务圈”

■记者蒋超童宇倩通讯员矫贞彦

本报讯 为在全市广泛、深入、有效开
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昨日, 以“百年
华诞心向党、远离邪教享安康”为主题的
杭州市暨萧山区防范邪教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反邪教协
会理事长刘力伟，市区领导许明、赵立明
出席启动仪式。

本次活动将推动全市进一步形成识
邪、反邪、防邪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庆祝建

党10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此期间，将陆续开展反邪教原创短视频
大赛优秀作品推广、科学与人直播等各类
反邪教主题宣传活动，组织反邪教公益宣
传片进电视、公交、地铁播映，推进反邪教
文艺节目进基层巡演等活动，并建好用好
反邪教警示教育阵地，推进反邪教宣传教
育深入基层，取得实效。

以此为契机，我区也将突出主题主
线、突出管用有效、突出科教科普，积极
创新宣传模式、传播手段，精心打造宣
传教育的载体和阵地，综合运用正面宣

传和案例警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让
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认清邪教本质和
危害，自觉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抵制邪
教侵害。

活动现场对杭州市反邪教原创短视
频大赛优秀作品进行了展播，并为获奖
作者颁奖。莲花落《正必胜邪》、小品《虚
伪》等精彩的反邪教原创文艺节目，赢得
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由村支书、师
生组成的反邪教志愿者代表，宣读了反
邪教倡议书，表明了共同守护平安幸福
和谐家园的决心。

市区两级防范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

■首席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昨天，区气象台宣布正式
入梅。相比平均入梅时间6月14日，
今年我区入梅时间偏早一些。入梅后，
我们要度过一段多雨、潮湿、闷热的日
子，这也是盛夏来临之前，一段最难熬
的日子。

根据区气象台的资料显示：今年1
月1日至6月8日，我区平均气温异常偏
高，平均气温14.5℃，比常年同期偏高
2.2℃，为有气象纪录以来同期第一高。
降水量呈现前少后多趋势，总平均降水
量568.2毫米，比常年同期略偏少。

而入梅后，降雨将明显增多。今年
梅雨期的情况会如何？区气象台预测，
今年梅雨期的雨量在220-300毫米，与
常年257.6毫米相近，为非典型性梅雨，

梅雨期间有较明显的降水集中期，主要
降水时段出现在6月中旬到下旬，出现暴
雨洪涝、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

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端午小长假
天气。目前来看，15日前我区仍多阵
雨或雷雨，其中端午小长假期间（12-
14日）都有雨水相伴，大家要合理安排
出行，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出门记得带
上雨具。气温方面，未来几天相对平
稳，潮湿闷热，最高气温在29℃-33℃，
最低24℃-25℃。

梅雨天空气湿度大，吃的用的都容
易泛潮发霉，人们把梅雨也叫做“霉
雨”。这种日子，以下几个方面要特别
当心：保重肠胃。因为潮湿，食物特别
容易发霉，隔夜菜最好别吃了。保护关
节。湿度大，日温差也大，晴雨交替变
化又快，很容易诱发风湿类疾病。别让
心情也发霉。气压低，湿度大，天气闷
热，会令人体的不适感增强，情绪烦躁，
容易发脾气。既然躲不过，那就调节心
情好好过吧。

■记者王俞楠通讯员倪杰超

本报讯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
国家强。近日，萧山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全国试点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记者从会
上了解到，萧山将坚持以青年为中心，以
建设“青年成长型城市”为目标，奋力打造
青年“梦想之城”。

去年12月，萧山被共青团中央确定为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全国试点，也是杭州
唯一的国家试点区（县）。据悉，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涉及青年发展的青年思想道
德、青年教育、青年健康、青年婚恋、青年就
业创业、青年文化、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
与、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
犯罪、青年社会保障等十个方面。

对此，萧山也确定了青年红色基因传
承工程、青年教育全面提升工程、青年身
心健康提升工程、青年生活服务优化工

程、青年创新创业筑梦工程、优秀青年人
才引聚工程、青年职工岗位建功工程、青
年文化精品兴盛工程、青年社会参与活跃
工程、青年发展保障落实工程等十大工
程，作为我区进一步建设“青年成长型城
市”的重要抓手。

目前，不少重点项目已有了进展。今
年以来，萧山青少年宫楼塔分宫，以及首
个社区青少年宫——青少年宫星都分宫
等启用的消息陆续传来，让不少家长看到
了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希望。
记者从团区委了解到，到2021年底，萧山
将实现一半以上镇街建立青少年宫分宫，
力争到2025年底，实现青少年宫分宫20
分钟辐射圈覆盖，真正打造“家门口的青
少年宫”。同时，团区委还将在全区青少
年宫分宫同步建设红领巾学院，为青少年
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萧山还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全国试

点为抓手，构建“1+4”工作模式，纵深推进
全国首创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截至8日，已累计服务500余人次，
帮助68名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我区还在此基础上采取校地合作的方式，
加强青年心理问题高危人群和灾害事故
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建设。

随着杭州市全球青年人才中心在萧
山钱江世纪城落地，全国首个少先队辅导
员纪念馆——王华炎纪念馆的建设，青年
创业创新联盟的更新升级……这些都是
萧山在打造青年“梦想之城”、加快建设

“青年成长型城市”的重要布点。
下一步，团区委将以此次试点工作

为契机，建立健全青年发展规划体系，
加强实施情况的监测评估，形成全社会
关心、支持青年发展的良好氛围，高水
平推进，高标准规划，努力打造全国规
划试点的萧山样板。

青春成就梦想 我区加快建设“青年成长型城市”

■记者黄婷通讯员孙峰

本报讯 近期，我区“湘湖驿”党群服
务驿站获得全市党群服务最优项目评选
第2名，成为萧山党群服务建设对外展示
的又一“金名片”。

2020年以来，我区树立“规范化、精细
化、特色化”理念，推进全域党群服务矩阵
建设，高标准打造“1＋26＋N”区、镇（街）、
村（社）三级党群服务矩阵，建成党群服务
中心（驿站）560余个，基本形成全域“15分
钟党群服务圈”的良好格局。

三级合力 构建党群服务生态圈

走进位于钱江世纪城图灵小镇的区
党群服务中心，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
数据，生动展示了萧山勇立潮头的发展历
程，从时代回响、党建绘卷到先锋模范、使
命征程……展示了一代代人共建萧山的
美好点滴。

据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党
群服务中心总面积为4100余平方米，内设

党建展厅、一站式服务中心、活动中心等，
主要提供党员、企业、政策咨询、业务代办
等人性化服务，还有多个开放式党群活动
区及多功能红色影院，兼顾活动沙龙、路演
会议、业务培训、影视鉴赏、读书分享等多
种功能，截至目前已开展活动400余场次。

我区按照“上下协同、全域推进”的思
路，打造“1＋26＋N”党群服务生态圈。除
区党群服务中心外，全区22个镇街4个平
台均已建成启用党群服务中心，全区村社
已基本实现党群服务中心（驿站）全覆
盖。此外，在两新组织集聚区建成党群服
务中心（驿站）20余个。

位于城厢街道的休博园社区，每天上
午9点，活动中心就会迎来社区退休老人
前来喝茶、聊天、跳舞；傍晚5点，小朋友们
都会聚集在小教室里上英语课；晚上7点
到9点，年轻女性靓丽的舞姿，成了这里的
风景线……“我们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
中心设置乐之家、群英阁等八个活动室，
从早上8点免费开放到晚上9点，党员和
居民群众随时可以参加。”休博园社区党

总支书记王亚芳告诉记者，该党群服务中
心培育和发展28个社会社区组织，开展

“小候鸟暑期假日学校”“孩子们的小教
室”“九木书画社”等200多场课程和活动，
年服务量4.5万余人次。

“在高楼林立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如果
没有阵地，基层堡垒就会缺乏活力。”区委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设党群服
务中心，能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团结引领
群众、联系服务群众的作用。

特色示范 打造党群服务品牌

为提升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满
足居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区在特定
节日、特殊区域、特色领域打造党建驿站，
为市民群众量身定制开放、共享、时尚、智
慧的党群服务阵地。

去年7月，在山清水秀的湘湖畔，“湘
湖驿”应运而生，精心打造了湖山广场、城
山广场、金融小镇会客厅等9处固定驿站
和1处街车流动驿站。这些驿站在“标准
化”建设的基础上，以“驿站+雅名”的方式

讲好每个“驿站故事”。如湖山广场站取
名“潮起”，寓意着“奔竞不息、勇立潮头”
的奋斗精神；跨湖桥站取名“问史”，彰显
了“湘湖一叶舟，问史八千年”的跨湖桥文
化；城山广场驿站以阅读为主题，特邀晓
风书屋入驻，带来一种满载人文情怀与生
活美学的特色书房体验；定山广场驿站以
健康运动为主题，打造测速排行系统、AI
数字人、自助淋浴服务等智能化运动互动
体验点。

除“湘湖驿”外，位于楼塔的“楼塔
驿”立足自身文旅特色，围绕楼塔镇党群
服务中心，串联起楼曼文纪念馆、李可染
画院楼塔艺术中心、楼英纪念馆、雪环桥
头抗战纪念馆等多个浏览点，以“旅游、
健康、阅读、医药、研学、公益、民宿、初
心”为主题构建便民空间站、文艺空间

站、创业空间站、服务空间站、智慧空间
站等X个站点。

“我们紧扣湘湖、亚运三馆、地方特
色等主题，打造小而美特色驿站，将特色
党建服务作为党建工作先进经验的‘推
广站’，促进基层党建工作全面提升。”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楼塔
驿”、河上“红河谷”党群驿站已全面推
出，亚运三馆党群驿站群也将于6月底
前投入使用。

此外，我区将在目前已经创建的“1+
5+10”基层党群服务中心星级示范点基
础上，进一步创点扩面，在全区范围内至
少创建“1+15+30”党群服务中心星级示
范带；2022 年形成覆盖区级、镇街（平
台）、村社、两新集聚区的党群服务中心
星级示范体系。

昨天 萧山入梅了

■通讯员金城记者刘殿君

本报讯 昨日，南阳街道杭绍甬智
慧高速征迁签约工作顺利完成，10天
时间签约338户。

自6月1日签约工作正式启动以
来，征迁指挥部全体工作人员以“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南
阳铁军精神，全力以赴做好征迁工作。
他们有的化身“讲解员”，面对征迁农户
提出的各类诉求和疑问，耐心细致地对

照相关政策一一解答；有的帮助征迁农
户“牵线搭桥”，代办征迁相关手续，避
免农户多绕弯、多跑路，为顺利签约争
取了宝贵的时间。从党员到群众，从评
估到签约，每位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一个标准算到底、一个政
策讲到底，确保公平公正、阳光透明。

下一步，南阳街道将继续乘胜追
击，扎实做好腾房、交地等征迁后续
工作，为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首席记者何可人
通讯员黄坚毅陈佳蔚

本报讯 义桥镇田丰村临近许贤
工业园区，外来流动人口多，出租房需
求大，不少村民将自家房子改装后出
租。然而，出租房在方便群众、为村民
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
全方面的隐患，各类纠纷也时有发生。

“之前有位租户和房东没有签合
同，只有押金收据，结果和房东发生了
口角后，房东叫他马上搬走，还不退押
金。后来租户联系了我们村委会治保
主任，经过调解，房东才同意退还押
金。”田丰村有关负责人说。

经过前期排摸，田丰村发现村中
出租房还存在房间通道狭窄、私拉电
线严重、楼道杂物堆积等乱象，消防
安全隐患严重威胁着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整治刻不容缓。而这也是不少

群众的心中所盼。
为此，田丰村打出了“组合拳”。

走村入户做宣传，引导租户养成良好
的安全习惯，不私拉乱接电线，用火、
充电时不离人，充电完成后及时关闭
电源，不在屋内给电动车充电等；对房
东进行安全宣传培训，切实做好租赁
房屋安全管理工作。

“加强农村出租房屋安全管理，让租
户获得安全、良好的居住体验。”田丰村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田丰村将进一步
加强出租房安全管理，全力维护房屋租赁
双方合法权益，引导房东多关注租户的情
况，及时消除出租房各类安全隐患，此外
还将通过“微信治村”平台，加强出租房安
全宣传，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打出“组合拳”让租户住得更舒心

南阳杭绍甬智慧高速征迁签约收官

日前，区城投集团举办“学百年党史 话十年城投”主题文艺作品展，集中展出党员干部职工创作
的书法绘画、手工剪纸、摄影摄像等作品73幅，为建党百年献礼。 首席记者唐柯通讯员孙宇飞摄书画绘丹心 萧山养犬市民适应了吗？

“遛狗拴绳”新法施行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