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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沥 2181 名微网格员上岗 基层治理延伸至
“毛细血管”
本报讯 （记者 周婷）6 月 20 日，瓜沥
镇围绕“打造现代社区、共建美好家园”主
题，以主会场+分会场的形式，举行党建统
领网格智治推进大会暨微网格成立仪式，
真正让社会治理“最小单元”活跃起来，让
基层治理延伸至“毛细血管”。当天，全镇
2181 名微网格员收到瓜沥镇党委、政府的
聘书。
瓜沥镇全科网格建设从 2017 年启动
至今，经历了由村社干部兼任、到成立村社
专职网格员队伍、再到实施“统分结合”的
片组化管理模式、最后到建起 2181 名微网
格员队伍，历时五年，沉淀形成了“镇—村

（社区）—网格—微网格—户”
的管理体系。
家住七彩社区的张镇栋，就是微网格
员队伍中的一员，因疫情期间参加志愿服
务积极性高，被社区“发展”成为微网格长，
牵头组织其余 10 名微网格员共同参与社
区治理的一些志愿服务事务。
“微网格员队
伍的成立，让我们不仅有了身份，也有了组
织，希望未来可以更多地为基层治理贡献
自己的力量。
”
微网格员队伍，是全科网格员队伍的
补充和辅助。每个微网格都有一名微网格
长和十余名微网格员。他们从群众中“发
展”而来，深深扎根在各村社、各企业、各村

民小组和居民小区等社会治理前沿一线，
是更加微小的基层网格治理单元，对进一
步疏通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改善
基层社会“微循环”、写好社会治理“大文
章”
具有积极意义。
接下去，瓜沥将以此为契机，坚持党建
引领，进一步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将
社会治理资源进一步下沉到微网格，切实
增强社会治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全面性、
协调性，积极破解“管理区域大、动态流量
大、治理压力大”的工作局面，实现政府治
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多元共治。

逆行援沪勇士童佳亭 欢迎回家
本报讯 （文/摄 记者 盛凤琴 通讯
员 邹紫 楼颖）6 月 17 日上午，阳光明媚，
区一医院派出的援沪医疗队员——重症医
学科护师童佳亭圆满完成援沪任务，结束
集中隔离，顺利返萧，与家人团聚。
“去时无畏，归来无恙”，为了迎接勇士
回家，医院特意安排了一场隆重的欢迎仪
式，鲜花、掌声、拥抱……迎接英雄的归
来。这一幕幕让童佳亭心里倍感温暖，他
说：
“回家了，
真好！”
4 月 17 日，童佳亭主动请缨“出战”上
海，
他成为浙江援沪医疗队第十一分队的一
员，与上海人民一同不分昼夜、并肩作战。
童佳亭所在的是上海公立医院，
是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定点医院。在驰援上海近 2 个月
的时间里，
童佳亭冲锋在前，
竭尽全力，
为上
海疫情防控救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医院 ICU 病房里，很多老年患者有严
重的基础疾病，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意识障
碍。相对于普通患者来说，老年重症患者
病情进展快，护理难度和强度都很高。”童
佳亭说，
“ 通常晚上 8 点的班，要到次日 0
点结束，后面的班再往后推 4 个小时，循环
轮替。”
由于作息日夜颠倒，
许多队员面临着生
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但队友们都有一种
坚守，
“轻伤不下火线”
。医院的工作时长加
上往返通勤，
要耗时 6 小时以上。队员们都
会默契地选择上岗前少喝水、少吃东西，当

城厢开展“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实事项目督查
本报讯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杨蕾）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
和发展工程。为进一步加快城厢街道
老旧小区改造步伐，切实履行人大代
表监督职能，6 月 20 日，街道第 2、3、4
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走进现场，督查
“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
况。
代表们先后实地走访了俊良社区
崇化三区和育才东苑社区铁路宿舍老
旧小区改造现场，详细了解“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进展情况、工程质量和安全
文明施工等情况，并与小区居民交流，
听取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意见建议。
在座谈会现场，代表们认真听取
近年街道老旧小区改造情况与存在的
问题、2022 年“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实

事项目进展等相关汇报，并就项目前
期方案制定、项目质量、施工细节、加
强宣传等纷纷发表意见与建议。
街道人大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各社
区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赢得居民
的理解和支持，真正使惠民工程深入
人心；相关科室要提高站位、开阔视
野，通过学习交流，吸取先进地区好的
经验做法。同时，要全面总结街道老
旧小区改造经验，努力打造城厢标准，
确保惠民利民；代表们要继续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做好“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宣传工作，持续发挥监督推动作用，
多聆听群众呼声，及时通过代表联络
站传达民声，共同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再上新台阶。

益农举办经济稳进提质政策解读会
本报讯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王吉青）为进一步扩大政策知晓率，提
高政策直达率，益农镇近日邀请区发
改局、区经信局、区商务局、区人社局、
区税务局、国网萧山供电局、人民银行
萧山支行等业务负责人为益农企业解
读相关政策。
现场，
各区级部门业务负责人围绕
各自职能，
对政策进行详细透彻的解读，
确保让更多企业感受到政策
“温度”
，
享

回到驻地，常常会觉得口干舌燥。长时间、
高强度的体力支出，
包括童佳亭在内的许多
队员，体重都比去上海前轻了十几斤。对
此，
他幽默地调侃：
“这是个减肥的好机会。
”
作为男护士，在体能上是具有优势的，
童佳亭在日常会尽力多照顾到每一位病
人。
“ 由于许多患者肺部受到侵害，呼吸功
能受损，需要身体俯卧位来进行治疗，以减
少肺部的压力，增加通气。”翻身护理时，患
者整个人是无法动弹的，需要 3-4 个人员
同时操作，合力抬起大半个身体，还要注意

到维持生命的仪器、管路。病房内需要翻
身的病人量大时，一个小时操作下来，隔着
厚厚的防护服和三层手套的“大白们”，都
会汗流浃背。当患者病情好转，从 ICU 转
入普通病房，
那种开心难以言表……
在驰援上海近 2 个月的时间里，童佳
亭以日记的形式断断续续记录了工作和生
活的点滴感受。这段驰援上海的经历也成
为他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他平
安返回萧山，重回岗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继续守护萧山百姓的健康。

受到政策
“红利”
，
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会上，益农镇布置下一步工作，就
做好经济稳进提质工作提出了“坚定
信心，用好政策；拥抱竞争，加快升级；
形成合力，
共克时艰”
三个方面要求。
下一步，益农镇将持续加大力度，
做好企业服务工作，帮助企业推动各
项经济稳进提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
用心用情服务企业提质增效，实现益
农镇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湾镇人大代表开展粮食种植工作视察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王啸虎)近日，党湾镇人大主席团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浙江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执法检
查，
组织开展粮食种植工作视察活动。
代表们先后视察了该镇庆丰村稻
虾共养示范基地、梅东村“非粮化”整
治 成 效 田 ，现 场 观 看 智 能 化 农 机 操
作。视察中，代表们认真听取现场负
责人介绍，详细了解党湾“非粮化”整
治工作情况。代表们就巩固提升“非
粮化”整治成果、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引进优质高效农业项目等提出了
意见建议。
党湾是全区农业大镇，今年该镇
将非粮化整治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来

抓，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攻坚，目前已
清退粮食生产功能区内苗木面积 1.1
万多亩，完成率达到 90%，实现集中流
转 1 万余亩，清苗完成率全区排名第
一。
该镇还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投入 870 万元新建新前村高标准
农田项目，投入 550 万元对 4 个村农田
实施提标改造，年底前全镇的高标准
农田建设将全面完成，对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的现实需
求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开
始实施围垦 45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对接舒兰农业和宝盛集团等企业，
准备合作建设订单式种植、净菜化配
送的区级大型菜篮子工程。

闻堰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巢雨洁）为进一步加强金融知识宣传
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非法集资的防
范意识和能力，昨日，闻堰街道开展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
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
传展板、发放普法宣传手册、现场讲解
案例等方式，向群众开展防范养老诈

骗、电信诈骗和非法集资宣传，揭露各
类金融诈骗的主要手段及欺骗性、风
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提醒群众不要贪
图小利，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遇到可疑
情况及时报警。
此次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使群众充分了解到非法集资的表现形
式和社会危害，
提高了群众对非法集资
的识别能力和防范意识。

为什么夏天了还要修剪梧桐树？

停车点换“新颜”

近日，地铁 2 号线曹家桥站附近桥下空间一处面积约 400 平方米的闲置场地，被改造成非
机动车停放点，让原本的闲置空间焕发新生。该停放点增设了非机动车泊位 260 余个，有效缓
解了地铁 2 号线曹家桥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紧张的难题。与此同时，地铁 2 号线朝阳站周边
非机动车停放点也进行了整治，车辆停放有序，面貌焕然一新。
记者 周煜程 摄

应对停车难 湖滨花园社区出实招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沈乐 孙芳
日前，北干街道湖滨花园小区 60 多名
业主通过公开拍租的方式获得小区公共车
位一年的使用权，这已经是湖滨花园小区
连续第二年进行公共停车位拍租。
去年，湖滨花园小区通过业主大会，决
定对小区内 60 多个公共停车位进行公开
拍租，一开始有居民对拍租的方式并不认
可。为此，湖滨花园社区党组织牵头，依托
“360 民情圆桌会”，从认真倾听居民诉求、
深入分析问题原因，到合理制定车位拍租
方案、开展规范化长效化的停车管理与服
务，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党员代表、居民
代表共同协商议事，
破难前行。
建成于 2005 年的湖滨花园小区，有居
民 1700 余户，常住人口 5000 余人。随着
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保有量持续上
升，许多居民家庭不只拥有一辆汽车，再加
上外来住户的增多，停车位捉襟见肘“一位
难求”，车挡车、车堵路现象日益严重，由此
引发的矛盾纠纷也是居民投诉的焦点。

为此，湖滨花园社区以党建为统领，多
措并举破解停车难题。公共停车位拍租就
是向内挖潜、盘活存量的具体举措。今年
公开拍租采取了“线上线下同步开标、抽
签、选车位号”的方式。相比于去年首次公
开拍租，今年的拍租不仅流程、秩序上规范
了很多，小区居民对于车位拍租的认同度、
接受度也更加高了，竞拍报价也更为理
性。
“这一年来，小区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从原先车辆乱停乱放到现在规范有序，拍
租起到了预想的效果。”湖滨花园小区居民
这样说。
硬件提升是解决停车问题的另一个有
效之举。
“ 为了保障广大业主的利益，也为
了有效地利用小区资源，我们一直在推进
停车管理，一方面通过经济杠杆、共同互
利，统一调配好小区的车位，一方面维护好
小区公共设施设备，采用新的信息化手段，
整合小区停车资源，开拓停车空间。”小区
业委会罗主任介绍。今年 1 月，业委会通
过业主大会授权，对小区西面商铺停车场
进行了整体升级。停车场安装了全新的自

动闸道系统，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让小区停
车管理更加规范，停车秩序也更加井然有
序。
内部挖潜、硬件提升解决了一部分停
车问题，如何通过增加车位切实保障居民
停车？湖滨花园小区隔着一条小路就是北
塘河公园。今年年初，公园的社会停车场
正式对外开放，白天和晚上都有空余的车
位。经过社区与管理单位的协商，在收费
方式、收费标准、停车时段等方面达成了协
议，管理单位提供了 35 个月租车位给小区
居民，其余车位也将以临停收费的方式向
湖滨花园和周边小区有需要的居民开放。
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用心办
实事、用情解难题，将服务民生的“小触角”
延伸到民生实事的细节处，湖滨花园社区
表示将以更加精准高效的社区治理换来居
民群众的
“大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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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摄 首席记者 项亚
琼 通讯员 吴炫廷）近日，市民金先生
发现小区门口萧绍路上养护工人们居
然在修剪梧桐树。
“这事我记得不是冬
天才做的吗？
”
金先生不免有些好奇。
连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
绿化养护保障中心的绿化养护工人对
体育路、人民路、萧绍路等多条道路上
的 800 余 棵 法 国 梧 桐 进 行 抹 芽 、修
剪。养护工人们戴着手套，利用手据、
油据、登高车等器械，为道路两旁的法
国梧桐
“抹芽”
。
“梧桐树的修剪一年会有两三
次。一次安排在冬季落叶前，剪过的
部分在来年春天，会因为营养积聚而
长出许多新芽，这些新芽良莠不齐，所
以春夏需要抹芽修剪。”区市政绿化养
护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说。法国梧桐

是一种悬铃木，在自然生长过程中，一
般每个腋芽间都会长出侧芽，形成侧
枝，如果不及时去除，会导致枝条生长
杂乱，树冠也会生长不匀称。长此以
往，养料被大量消耗，影响树高、树径，
进而影响道路的林荫效果和景观效
果。
“所谓抹芽修剪，就是要去除二级
分枝以下及主干上增生的萌蘖枝，保
证养分集中供给已留的定型枝，以促
进树木快速健康生长。除了促进生
长、保持树形以外，对法国梧桐进行抹
芽、修剪，还可以有效减少病枝数量，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工作人员介绍
说。此外，在雷雨、台风季节到来前，
对法国梧桐进行抹芽、修剪，还能有效
减少因虫蛀和腐烂树枝断裂所导致的
安全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