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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中秋节”惠耳听力萧山区特推出“关爱听障 传
递温暖”大型耳聋耳鸣康复咨询及助听器验配、复查、调
试和新品上市体验。

特惠机型
特惠耳背试助听器 市场价1888元/台 现特价

2000元/两台
4通道全数字键机 市场价4080元/台 现特价

4800元/两台
10通道全数字机 市场价8290元/台 现特价

9600元/两台
深耳道MINI CIC 市场价11600元/台 现特价

12000元/两台
听力康复从发现开始，科学干预，精准验配。

如有需要拨打电话预约：
惠耳听力助听器（育才北路店）
活动时间：9月20号（周一）
预约热线：0571--82826487/18258130617
活动地址：萧山区育才北路499号（大润发超市斜对

面）
惠耳听力助听器（萧山萧绍路店）
活动时间：9月18号（周六）
预约热线：0571--82156021 /18958118322（微

信同号）
活动地址：萧山区萧绍路821号（萧山汽车总站对

面）
欢迎新老用户莅临，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

爱心助残验配补贴 畅听无忧免费试听

品牌助听器配一赠一 老用户助听器以旧换新 近期理财产品推荐

渤海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地址：萧山区博学路777号（靠市心路侧、周六休息）
（公交705、703、708等交通国税站往北200米或地铁2号线建设三路D出口下往南过桥100米）
财富热线：0571-83787932 0571-83787970

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
风险，投资须谨慎。以上仅为产
品信息提示，产品详情请以当期
产品说明书为准。理财产品过
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
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详情请
咨询萧山支行客户经理！

明星系列
（天天理财）

2018Z06

7x24安心一号

期限

1天

1天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年）

3.0%

3%—3.5%

当前热销

2021GG122
（金秋惠享）

2020AGGZK04

募集结束日

9月22日

9月22日

成立日

9月23日

9月23日

期限

539天

一年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年）

4.35%

4.00%-4.60%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张帆 田何兴

本报讯 “上个月我通过垃圾分类、环
境整治、志愿服务等活动积累了一些积分，
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兑换生活用品，感觉
很开心。”13日下午，在进化镇欢潭村的“鸡
毛换糖点”迎来了“五义家园”积分的首次兑
换，村民陈阿姨通过积分兑换了一个拖把。

走进“鸡毛换糖点”，货架上整齐摆放
着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肥皂、毛巾、纸巾、
酱油……各种物品对应着不同的兑换积
分。据现场管理员介绍，每天下午2点至4
点，欢潭村“鸡毛换糖点”就会开始营业，村
民可以用积攒的积分现场兑换物品。“像积
极参加村级组织、社区组织等公益项目可
以增加100分，积极配合美丽乡村建设可
以增加200分，若是破坏公共设施会扣除

200分。”拿出手机准备兑换物品的田阿姨
说，“大家都是村子里的一分子，既是为村
庄做好事，又可以获得奖励，我们心里也很
高兴，干劲也足。”

据介绍，本次新设定的“五义家园”积
分体系是对欢潭村原有积分制度的补充，
将公益服务、庭院环境、垃圾分类、乡风文
明、违法犯罪等27项乡村治理重点内容纳
入积分考核。“自从试运行以来，村民参与
村务管理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我们也希望
借助这种方式，培养‘忠、义、和、本、清’新
时代五义精神的村民，打造和谐有序、绿色
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欢
潭村村书记梅李栋说。

点开手机上的“五义家园”公众号，设
有村社新闻、村社任务、邻里互助、义·
MALL四个板块。注册后的村民可以通

过“五义家园”了解村级事务，参与公益服
务，开展邻里互助、提出意见建议等。该平
台依托于城市大脑·萧山平台，是区级赋能
场景“萧家园”在欢潭村的先行试点，是一
种创新的数字化乡村治
理模式，通过数字赋能加
强管理者和村民的良性
互动，不断完善村务管
理，有效调配公共资源，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推动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基层治理格局。

欢潭“五义家园”积分治理正式上线

百村行202170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葛城城 劳瑞华

本报讯 在闻堰街道黄山村的办事中
心大厅内有一台全能“机器王”——“杭州
办事”综合自助机。一台小小的机器，融合
了“打印、缴费、查询、办理”等功能，目前可
自助办理公积金类业务、社保证明、住房情
况（无房证明）、车辆违法处理等多项业务，
市民只需带上二代身份证、手机前往就近
村社，就能自助办理相关业务。

这台综合自助机的设置为黄山村的村
民孙先生提供了不少便利。近期，孙先生
有买房的想法，但是要提供一份无房证明，
早就听说村里的这台自助机可以现场办
理，于是他带着家人赶到办事大厅，他把身
份证放在自助机上轻轻一刷，经过摄像头
的人脸识别后，便进入业务办理页面。孙
先生在屏幕上选择“住房情况（无房证明）”

选项，再选择“社保参保证明查询打印”，不
到半分钟，就查到了自己的住房信息，并打
印了出来。

“一家三口办理完成，连5分钟都不
用，真的很方便。”孙先生乐呵呵地对工作
人员说，“以前出门一趟办理至少要半个小
时以上，如今免去了在社保窗口排队等候
的麻烦，在村里就能办理了。”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便捷、高效的服务，孙先生很满意。

综合自助机的存在不仅便利了本地居
民，对外地租客也非常友好。因为政策规
定，外地孩子在闻堰就学，需要父母的社保
证明。闻堰许多外地租客也是综合自助机
的“老朋友”。同样只需带上一张身份证，
在屏幕上选择“社会保障”，再点击“个人保
险参保证明”，不到半分钟就能搞定。除了
这些功能外，市民卡补办、打印复印等功能
也很受欢迎。

对此，闻堰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孙
红霞介绍：“目前，在闻堰街道辖区内的13
个村社都设有一台‘最多跑一次’综合自助
机。2020 年，这些综合自助机共办件
2566件，查询信息6000余件，大大优化了
办事流程、提高了办事效率，为闻堰老百姓
解决了生活中的不少跑腿事儿。”

综合自助机作为杭州市“最多跑一次”
改革的延伸，成了闻堰百姓生活中“简化
办、网上办、就近办、机器换人办”的形象代
言人。它不但可以24小时为村民朋友提
供服务，还坚持“一事一评”的原则，用户每
办理一次业务，系统就会弹出评价窗口，不
满意的地方，将作为后续改进的依据。

“少跑一趟路，少进一扇门 ，少找一个
人”，贴心的“一站式”服务赢得了闻堰百姓
一致好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李梦婧

本报讯 近日，城厢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二楼飘出阵阵香味，原来是厢乐
银龄学苑的美食课堂开班了。

为丰富“屋里厢”——厢乐银龄老
年服务品牌的内涵，拓展城厢老年人的
文化生活，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办起了厢
乐银龄学苑，根据老年人的需求、课程
难度、报名人数等，开设不同的系列课
程，提升老年人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美食课堂是厢乐银龄学苑的第一
门课程，每周一期，为期一个月，共教
授4门简单的美食烘焙。当天的美食
课是教老人们做榨菜鲜肉月饼，擀皮、
包馅儿、刷蛋液、撒芝麻，每个步骤看
起来很简单，要做标准可不容易。在

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老人们纷纷动起
手来，一招一式都显得有模有样。

当香喷喷的月饼从烤箱端出来，
每个人都显得特别兴奋。这些月饼或
许不是最好看、最美味的，但却是独一
无二的。朱阿姨高兴地说：“我平时对
烘焙就很感兴趣，但家里没有设备也
没有人教，看见党群服务中心发布了
活动信息，我就马上报名了。大家在
一起学做美食，特别开心。”

除了美食课堂，服务中心目前已开
始招募智能手机教学、手机视频制作、
手工课堂等课程，希望能从身心、脑力
等多方面拓展老年人的能力，激发大家
的兴趣，之后还计划开展一些体育类课
程，不仅让老年人能够融入社会，更能
够在生活中有所乐、有所得。

■记者 沈艳露 通讯员 龚燕丹

本报讯 9月15日，临浦镇召开党
委换届工作动员会。镇党委换届是一
项关键性、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也
是临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干部
群众关注度高。

会议指出，全镇上下要统一思想，
充分认识做好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
做好此次换届工作，是顺利实施临浦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保障，是进一步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机遇，也是
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

会议强调，要明确要求，全面完成

乡镇党委换届各项任务，坚持把方向
抓关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重实
干重实绩，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干
中换换中干，推动干事创业；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严明换届纪律。同时，要加
强领导，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要认真谋划，形成合力；要规范程序，
精心实施；要加强宣传，深入引导。

根据省市区委统一部署，今年10
月底前要完成乡镇党委换届选举工
作。临浦镇将积极贯彻落实区委换届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
认识、周密部署，扎实推进换届选举工
作健康顺利开展。

临浦召开党委换届工作动员会

闻堰设置13台自助机 百姓家门口享受便捷服务

■见习记者 甄兰 通讯员 龚晨忱

本报讯 盈丰街道辖区内活跃着
千余名外卖骑手，为进一步规范骑手
行业的组织管理，增强骑手们的荣誉
感和归属感，更好地关心关爱他们，9
月15日，先锋骑手驿站正式向外卖骑
手及快递小哥开放，先锋骑手党支部
也同步成立。

农业大厦先锋骑手驿站坐落于市
心北路农业大厦一楼，周边交通便利、
人流量大、餐饮业集中，快递小哥、外
卖骑手也往来密集。

“天热了，来先锋骑手驿站喝口凉
茶歇歇脚；天冷了，来这里避避风，休
息一会儿，给手机充会电，还能看书享

受精神食粮。”驿站负责人笑着说。盈
丰街道首批开放了农业大厦楼宇驿
站、美哉社区站、党群服务中心三个先
锋骑手驿站。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
了一个舒适温馨的休息场所，休息座
椅、冷饮热水、手机充电、电动车充电、
简单修理充气、应急药箱、微波炉、爱
心雨伞等便民服务一应俱全。驿站内
的书架上有上百本文学、党建类书籍，
拾起书阅读，随时给心灵“充个电”。

农业大厦先锋骑手驿站将完全由
外卖骑手中的500名“世纪平安骑手”
自主管理运行，他们是盈丰街道外卖
骑手中的优秀工作者，每天由一名平
安骑手来驿站值班值守，落实“每日四
个一”值班制度，并提供志愿服务。

盈丰骑手驿站向外卖员和快递员开放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来静怡

本报讯 近日，益农慈善分会向益
农镇人民政府捐赠了一辆爱心班车。
未来，该班车每天早晚各一班，往返萧
山城区——益农之间，帮助解决家住
萧山城区、瓜沥的远途老师上下班交
通出行的后顾之忧，为推动“双减”政
策落地、减轻教师交通路途负担提供
了保障。

据了解，萧山区慈善总会益农分
会第三轮募捐活动得到了全镇企业和
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参与和大力支
持，有19家企业捐赠留本冠名基金2
亿元，共募集善款1221.68 万元。其
中，荣盛集团捐赠慈善冠名基金1.3亿
元，募得资金用于开展“助贫、助学、助
医、助老、助残、助孤、赈灾”等各项社
会救助活动。

捐赠爱心班车 益农远途教师上下班不再愁

■文/摄 记者 周婷

本报讯 保笼，又叫防盗窗，在梅林村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一排排密密麻麻的保
笼，看起来灰扑扑的，在梅林村推进未来乡
村建设的征程中，已显得有点突兀，既与梅
林村欧式风格建筑格格不入，也存在消防
安全隐患。

为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生活
品质，今年6月中旬，梅林村提出保笼提升
改造工作，保留原本不显眼的平保笼，拆除
夸张凸出的保笼，换上统一“隐形”的内置
保笼，同时将所有裸露在墙面上的空调外
机移动到同一水平线上，并安装统一的空
调罩，消除了老百姓对安全的顾虑，也保持
墙面的和谐美观。

保笼拆除势在必行，但工作推进并不
容易。为说服村民接受保笼和空调罩改造
提升，梅林专班的工作人员一次次上门沟
通，一次次苦口婆心，一次次互动交流，根
据民意民声，6次调整保笼样式，以试点先
行、再成片推进的方式，赢得村民的理解和
支持。目前，新农村东西两区保笼已累计
拆除103户，其中半数以上完成内置保笼
的安装，空调罩安装超过70%，整个新农
村区块的环境实现了全面提档升级。“考虑
到村民的安全，我们统一安装了可拆卸的
内置保笼，在保留防盗功能的同时，留出逃

生空间。”梅林专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眼见着自己居住多年的地方变得更

美，村民们笑开了颜。朱阿姨是土生土长
的梅林人，“农村人嘛，过去出于安全考虑，
家家户户都装保笼。现在治安这么好，保
笼已经显得有点多余，不仅搞得整个小区

看上去脏兮兮的，一旦发生火灾，成片的不
锈钢、铝合金保笼还堵死了逃生通道。”说
起保笼改造前和改造后的效果，朱阿姨十
分感慨：“现在你们看看，改造之后整个居
住环境变得很干净、敞亮、高档，居住的心
情都好了很多。”

梅林村：保笼改造 为未来乡村美丽加分

城厢为老年人开办厢乐银龄学苑

图为改造一新的房屋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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