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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晶 通讯员 胡

金辉 印师源）1月8日，滴滴出行全

国最大的汽车后市场自营门店在

汽车互联网小镇正式开业，其品牌

命名为“小桔车服”。小桔车服杭

州旗舰店是滴滴出行与拱墅区政

府战略合作的重点项目，滴滴将通

过互联网大数据帮助传统维修门

店“赋能”。

据了解，小桔车服杭州旗 舰

店位于花园岗街183号，是滴滴汽

车后市场的总部，面积4321平方

米，总共设 计4 8个工位。它的出

现，意味着处于现阶段网约车市场

第一份额的企业开始正式发力汽

车后市场，将为包括自身网约车车

主在内的全社会车主，提供车辆保

养、快速维修、美容钣喷、汽车保

险、网约车服务办理等一站式平台

业务，打造车主服务的生态圈。

“我们落户汽车互联网小镇，

主要是看中这里雄厚的汽车产业

基础和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小

桔车服相关负责人易银波表示。作

为我区重点打造的十大产业平台之

一，汽车互联网小镇产业定位为线

上线下汽车及零配件销售、后市场

智慧化服务、汽车分享经济、智能

车联网技术研发和应用等，小镇总

规划面积约3平方公里，将着力打

造以石祥路汽车特色街为产业带、

以桥西留用地块汽车互联网产业园

为核心、以运河汽车互联网产业园

和运河汽车电商园等多点为支撑的

“一带一核多点”的产业格局。

目前，小镇已入驻涉及汽车行

业的企业750余家，其中汽车互联

网相关企业150余家，涵盖汽车互

联网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先后引进

滴滴汽车后市场服务全国总部、

闲鱼二手车、杭州众车纷享新能源

等汽车龙头企业，现正与国内首

创也是最大的二手车C2C交易平

台人人车积极洽谈入驻事宜。随着

“滴滴”汽车后市场服务全国总

部正式开业，将极大推动汽车互

联网小镇的生态产业链建设，为小

镇的加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汽车互联网小镇“滴滴”汽车后市场服务全国总部开业

本报讯（记者 叶咪 通讯员 曹

盛艳）看病难是很多人遇到的头疼

问题，未来拱墅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了。拱墅区

医疗卫生服务提升五年行动计划

正式出炉，实现卫生资源的全面覆

盖，进一步完善15分钟医疗卫生

服务圈，让群众看病从“一直在等

待”到“家门口看病”。

五年内总投资45亿元以上  实现医疗资源全面覆盖
未来 五年，拱墅将加大 对医

疗项目投入，总投资超过45亿元，

用于新建民营大型综合医院及高

端专科医疗机构。另外，为进一步

满足群众就近就医，还将新扩建

市级医院建设项目、医疗培训基

地，新布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站、门诊部等基层基础网点。规

划医院13所（含保留），相关基层

服务机构37家。实现卫生资源由

南部至北部，从高端到基础全面

覆盖。

推进大项目建设  打造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康桥健康产业园是今后拱墅重

点医疗项目，以“民营医院+健康服

务业”为产业定位，通过引进大型民

营三级综合性医院，有效缓解北部

区域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现状，改善

城北市民就医环境。医院项目总用

地131.7亩，总投资18亿元，计划与

浙江大学下属医疗机构以及国外相

关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力争打造省

市一流综合性大医院。

除了大型医院的建设，拱墅还

将进一步加强15分钟医疗卫生服

务圈建设，加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点）的建设力

度，将新（扩）建6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15家社区卫生服务站，15家

以上民营门诊部（诊所），1家妇幼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以后拱墅居民

看病无需再往市区挤，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就医。

打造拱墅五大优质品牌  实施医疗卫生服务品牌提升工程
拱墅将 打造“健康中国示范 区 ”“看 中 医 到 拱 墅 ”“ 医 养 护

我区医疗卫生服务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出炉  总投资超45亿元

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康华医院效果图

一体化”、健康妇幼幸福家庭”、

“百 强和 优 质社区 卫 生 服 务中

心”等五大品牌，实施医疗卫生服

务品牌提升工程。

前 期 调 研实 践 发 现 病 人 医

疗后期的养护是一大难点，今后

拱墅将加大开展医养护一体化服

务，大力恢复社区医院康复病床，

让更多老人在社区医院就近就能

得到优质的康复治疗。

半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已与中山医院合作办综合病区，

有70张床位。康桥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也计划与大医院合作，

满足社区老人医疗需求。今后，

拱墅将建立以老年关怀医院为核

心，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6个

站点为支撑，社会资本多方参与，

融治疗、康复、护理、教育、心理、

临终关怀等于一体的医养护一体

化服务。

本报讯（记者 梦诗三悦 通讯

员 俞婷）近日，央媒频频关注拱

墅百姓，他们背后究竟有着什么

样的感人故事？

1月7日，央视《新闻联播》播

出题为《“微笑”27年 向善的力

量》报道，讲述了拱墅的全国道

德模范、“母亲微笑行动”发起

人韩凯27年如一日，坚持为患儿

免费做唇腭裂手术，成为用爱心

手术刀雕刻美丽笑容的白衣天使

的故事。

此前，央 视《朝闻天下》也

报道了韩凯和他团队的事迹。

全国道德模范韩凯，27年来

做着同一件事——用手术刀雕刻

美丽微笑。他带领团队走遍祖国

大江南北，开展了近200次大型

慈善医疗活动，为30个省（市）的

3万余名贫困唇腭裂患儿提供免

费医疗救治，仅他个人就治愈患

儿多达5000余名。在市、区有关

单位的联系、支持下，2014年下

半年，“微笑行动”慈善医院落户

拱墅，并在市二医院设立咨询、

服务、就诊的平台。如今，他的爱

心足迹遍布更广范了，爱心笑容

里多了更多美好的希冀。

1月5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和中国国际广播电视网络台播出

了拱墅高氏照相机博物馆馆长高

继生，用25年坚守“咫尺匠心”，

成为国内首家照相机博物馆创始

人的故事。

杭钢退休的老工人高继生，

凭借着一股热情拿出全部积蓄，

用整整25年坚守镜头里的咫尺匠

心，成为创办中国首家照相机博

物馆的第一人。

目前 他 个人创 立 的 照 相 机

博 物 馆 有 两 处 场 馆，共计占 地

300余平方米。经过半个世纪的

收藏 发 展，共拥有140 0台注册

藏品相机。

拱墅百姓的爱心、匠心引来中

央级媒体频频关注，越来越多的

拱墅故事广为人知，为运河文化走

向世界注入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央媒点赞拱墅百姓的爱心与匠心

本报讯（记者 梦诗三悦  通

讯员 尉奇炜）如何推进拱墅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全覆盖工作，

将权 力进一步在阳光下运行？

近日，拱墅区审计局会同区巡察

办积极探索，编制出台我区领导

干 部 履 行 经 济责 任“风 险 防 范

清单”，着力消除监督管理“盲

点”，不断推动审计工作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  

据悉，“风险防范清单”通过

分析、梳理近年来审计工作实践

中发现的“常见病”、“多发病”，

共计总结出十一大类50项风险

点，囊括了贯彻执行重大战略部

署和方针政策、重大经济事项决

策、财政财务收支管理、国有资

产管理使用及处置、政府投资项

目投资建设和管理等方面内容。

《清单》不仅将“负面行为”

的各种表现形式一一罗列出来，还

针对问题给出预防措施和相关的

法规制度，便于领导干部及时了解

掌握、对照执行，切实发挥“审计

一点、规范一片、教育一批”的作

用，力求从源头上防范风险。

下一步，为持续推进《清单》

的贯彻落实，拱墅将全面展开区

属各单位对照检查工作，区相关

职能部门将根据各自职责加强监

督检查，切实揭露政府管控的运

行风险和漏洞，着力提高各单位

财经管理水平。各单位开展自查

自纠和整改落实情况还将列入年

度综合考评内容，对执行《清单》

工作不力、整改不力、屡查屡犯

的相关责任人，将移送区纪委、

区监委处理。

拱墅编制“领导干部风险防范清单”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本报讯（记 者  吴晶  通 讯 员 

杨诗雨）1月10日至11日，浙江省

推进文化企业上市发展暨文化产

业促进会年会活动在我区举行。来

自全省的文创企业代表、省“文化

+互联网”创新企业负责人、金融

机构代表、拱墅区百家文创企业代

表等约500人共享了这场文化与资

本的盛宴。

“文化+互联网”创新企业路

演遴选活动在年会活动期间成功

举办。路演评委根据引领能力、研

发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竞争能

力、综合表现能力五项内容对路

演的文化企业进行现场打分。拱墅

辖区企业米络科技致力于为全球

用户提供最好的移动互联网直播

互动平台，在本次路演活动中以亮

眼的表现成功入选省“文化+互联

网”创新企业。

活 动期间，近 2 0 0家参 会企

业家代表实地考察参观了远洋乐

堤港中国智造大奖美好生活展、

麒麟文创馆、乐富智汇园、博采传

媒、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等地，并结

合观看我区宣传片，深入了解了拱

墅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和优质的

产业发展环境。2017年以来，拱

墅加快重点文创园区改建，重点

推动丝联166、LOFT49、乐富智

汇园、元谷创意园、浙窑陶艺公园

等五个园区改 造提升工作。积极

推动中文在线、网络文学作家“三

剑客”工作室、程方程晓工作室等

一批重点项目、名人工作室项目落

户拱墅。1-11月，全区文创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231.64亿元，同比增

长34.7%；新引进注册资金500万

元以上文创企业58家，到位资金

9.07亿元。对于拱墅这片文创热

土，不少企业表达了落户意向，与

区文创办、区招商局就下一步合作

进行了对接交流。

在年会 活 动中，拱 墅 文创园

区、企业厚积薄发，收获满满，除

米络科技通过路演入选省“文化

+互联网”创新企业外，运河天地

文创产业园、运河广告产业园入选

省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联盟，合力传

美、华越设计、二更网络、全拓科

技入选第二批省成长型企业，并进

行了现场授牌仪式。

500名文创人齐聚拱墅来了一场资本与文化的盛宴

本报讯 近日，家住湖墅南路

62号的市民贺先生来电反映：我

们小区实在是不像话，居民楼边

的公共空间私搭乱建了一排违章

建筑，用作自家的仓库和电瓶车

库。还有的直接贴着居民楼搭出

了一间沿街商铺，既有碍观瞻，

又存在安全隐患，与周边中心城

区的面貌格格不入。为此，记者

来到实地进行暗访。

湖墅南路62号地处米市巷

街道，紧邻武林壹号小区。这幢7

层楼高的居民楼，一楼为一排面

朝湖墅南路的沿街商铺。在这排

商铺的最北侧，记者看到了贺先

生所说的违建商铺。这是一间沙

县小吃店，店面与旁边商铺相比

显得十分简陋，为紧贴居民楼外

墙搭建出来的面积约为10平方

米的建筑，顶上还杂乱覆盖着彩

钢瓦。记者走进小吃店，询问店

铺是否为违章建筑，店主支支吾

吾不肯回答。

走到湖墅南路62号单元门

入口一 侧，记 者发 现 违 建 情况

愈发严重，竟在小区公共区域上

“长”出了一整排违建铁皮棚，

让原本就不宽的通道变得更加

狭窄。记者粗略一数，数量在8个

左右。这些铁皮棚一个紧挨着一

个，有近两米高，面积约四五平

方米，每一个从大小到样式就像

是流水线加工出来一样，都是灰

色的铁皮“身子”，顶上盖着彩

钢瓦，大部分还挂着铁锁。

记者打开其中一间铁皮棚，

发现里面堆放着不少纸箱、旧家

具等杂物，甚至还发现有人私拉

了电线正在给电瓶车充电，存在

安全隐患。

据现场一位 居民向记者透

露，这样的铁皮棚在小区已经存

在一段时间了，是部分居民统一

搭建的。“这里是老旧小区，公

共空间本来就不多，现在被这些

棚搞得连个活动的地方都没有，

看着特别堵心。”还有居民对此

表示担心：“里面常常有电瓶车

过夜充电，旁边又堆着很多易燃

物，一旦电瓶车起火，这条我们

小区进出的唯一通道 就被封死

了，后果真不堪设想。”

湖墅南路62号被违建包围
公共场地成了小吃店和仓库

紧贴居民楼墙面搭建出的小吃店

（紧接1版）问题整改力度等巡察

整改情况进行回访督查，进一步

压实被巡察单位党组织整改主体

责任和主要负责人整改第一负责

人的责任。

朱建明要求，巡察要突出政

治巡察，精准发现问题，切实发

挥“巡察利剑”作用。一是巡察工

作从阶段性转向长期性。巡察监

督是贯穿全年的工作，区委巡察

组不但要做好巡察监督工作，更

要做好巡察整改、整改回访等工

作，全程跟踪监督，确保问题真解

决、整改真到位。二是不断提升

巡察监督能力。要认真总结巡察

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持续提高巡

察监督能力。巡察方式方法要更

加科学合理，反映的问题要客观

公正，体现巡察专业水准。三是

积极提出意见建议。巡察工作深

入一线，全面了解真实情况，深入

掌握一线问题，对巡察发现的面

上共性问题，要梳理汇总形成意

见建议，为区委、区政府科学合

理决策、堵塞漏洞，进一步健全

完善相关制度提供依据和基础。

不松劲再出发  发挥好巡察利剑作用

健康拱墅  全民运动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拱墅建设的运河亚运

公园将承办曲棍球和乒乓球比赛，届时，拱墅居民将在家门口欣

赏到国际一流水准的体育赛事。今起，本报为你介绍亚运赛事

和体育健身相关知识。

曲棍球运动
曲 棍 球 是 奥 运 会 项目中历

史最为悠久的项目之一，它的出

现要比奥 林匹克 运 动会早至少

1200年。

曲棍球是项什么运动
曲棍球运动是一项对抗性竞

技体育，比赛时两队各11名运动员

上场。全场比赛时间为60分钟，分

为四节，每节15分钟。在第一节和

第三节之后各有两分钟休息，半

场有10分钟休息时间。进1球得1

分，以射入对方球门多者为胜。

曲棍球赛精彩怎么看
国际曲联近年来对比赛进行

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其中一个重

要的改变，就是将以往上下半场

各35分钟，改为全场4节，每节15

分钟。这一改变使纯比赛时间略

减，但比赛精彩程度增加。每节

比赛之间有休息时间，所以场上

队员更拼，节奏变快，对队员的

要求更高。

玩曲棍球的好处
当尝试用曲棍击球进网的时

候，手眼协调能力得到了提高。

挥舞曲棍可以锻炼手臂，快速的

奔跑和所有停顿的动作可以锻炼

到双腿和臀部。
居民楼另一侧，有一排违建铁皮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