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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瑾 通讯员 祝

依娜）近日，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发

布《杭政工出[2018]8-11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

告》，智慧网谷GS1103-07、08地

块、GS1101-09地块等3宗地块进

行挂牌公示。

GS1103-07地块，东至规划

仓储路，南至杭州市土地储备中

心，西北至皋亭股份经济合作社，

出让面积46.4亩，挂牌起价1.39亿

元。GS1103-08地块与07地块相

邻，东至皋亭股份经济合作社，南

至规划科祥路，西至电厂热水河

绿化，北至皋亭股份经济合作社，

出让面积31.8亩，挂牌起价9540

万元。GS1101-09地块，东至溪居

路，南至康桥村经济合作社，西至

规划1号支路，北至康桥村经济合

作社，出让面积18.5亩，挂牌起价

5561.1万元。3宗地块均是创新型

工业用地。

作 为 杭 州 版“ 中 关 村 ”，如

果 说 去 年 是 智 慧 网 谷 元 年 ，那

么今 年 就 是 吹 响 开发 建 设 大 会

战 的关 键 之年。今 年以 来，小镇

已有GS1102-14、16、17地块、

GS1101-08地块、GS1103-07、

08地块和GS1101-09地块等7宗

用地进行了出让和挂牌公示。

小镇征迁、招商、建设等各项

工作也有力有序推进，捷报频传。

目前已完成20家知名企业注册，

新浪、360、天格等拿地项目公司

注册均已落地，华为产业园企业

方案正在深化中，联想科技城项目

完成签约。当前还启动了深化网谷

城市设计、筹建网谷小镇客厅等工

作。“双创园”大厅及楼宇外围改

造基本完成，园区展示中心正在完

善设计方案，德中卫生组织项目已

有多家企业落户，小镇迎来新一轮

开发建设高潮。

智慧网谷3宗地块成功挂牌
小镇又将迎来新一轮开发建设高潮

本报讯（记者 叶咪 通讯员 江

芬）每 个人都 有属于自己的青 春

的故事。5月4日上午，在小河街道

“HEHE”小镇导航党群服务中

心，四位奋战在拱墅区的一线青

年，讲述了自己的奋斗故事。

其中，来自拱 墅职高美 发专

业的青年教师王芹代表中国参加

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了

第四名的好成绩。“是世赛的舞台

成就了我，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了

工匠精神的真实内涵；是拱职的

课堂改变了我，让我清楚地认识

到了师者传 道 授 业的责任。”王

芹与大家分享了这三年多来备战

世赛、培育匠心、转型从教的心路

历程。

5月，是个属于青春的季节。

我区举办了“我的节日我行动·青

春奋斗在拱墅”纪念五四运动99

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除了“你好，

青 春！”小 河 青 驿 汇 活 动 外，还

有“我的节日我行 动·青 春奋斗

在 拱 墅 ”主 题 团日活 动、“比 学

赶超·争先创优”赛场赛马活动、

“投身六大专项 争当青年先锋”

宣传 教育活 动、“青 春奋斗 在 拱

墅”抖音短视频创意大赛及“美丽

拱墅·志愿先行”青年志愿服务活

动等内容。

据悉，拱 墅团区委党组将进

一步发挥组织的主体责任，围绕

以上主题，以故事分享会、青春诗

朗诵、毅行大赛、辩论赛等形式，

计划开展主题活动50余场次，引

领辖区团员青年立足“六大专项

行动”要求，在全区掀起奋战“六

大专项行 动”的热 潮，为建设 运

河沿岸名区汇聚青春力量。

青春奋斗在拱墅

拱墅“最多跑一次”再出新举措

部门负责人“变身”窗口办事员
本报讯（记者 吴晶 通讯员 倪

霖娇）“您好，今天来办理什么业

务？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您？”4月

24日，区投资项目审批中心住建窗

口来了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与其

他办事员一样，他要参与该窗口的

受理、办结等具体工作，不同之处在

于，他是区住建局副局长陈海明。

据 了解，这 是 今 年 4 月拱 墅

新开展的“部门负责人坐班”助力

“最多跑一次”活动。陈海明是实

行“部门负责人坐班”制度以来，

住建窗口迎来的第一位部门分管

领导。在“坐班”期间，陈海明分别

接待了来自杭州锦祥房产、杭州万

璟置业、区城建发展中心等单位关

于施工许可、民用建筑节能审查、

竣工验收备案等事项的咨询，并详

细了解了群众办事情况，认真分析

提出了“最多跑一次”优化措施。

部门负责人窗口坐班
带头落实“最多跑一次”

“开展‘部门负责人坐班’活

动，是 拱 墅 深 化落实‘最多跑一

次’工作的重要举措。”据区行政

审批办工作人员介绍，通过使有窗

口服务职能的单位领导干部“零距

离”服务群众，可以更加直接地了

解群众需求，查找“最多跑一次”

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同时也勉

励和督促窗口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学

习，不断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提

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自4月20日活动开展以来，区

民政局局长吴永军、区文广新局局

长陈宁、国土拱墅分局局长史小斌

等共计24家单位、9个街道的主要

领导和分管领导参与了本次“部门

负责人坐班”活动，接待服务办事

群众125人次，发现并处理问题8

个，提出各类合理化建议10条。

接下来，各相关单位每月至少

派一位部门负责人到一线窗口“坐

班”半天以上，同时更加注重发现

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为

我区“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向纵

深推进增添新动能。

打造“移动办事之区”
449项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

今年以来，拱墅积极推进审批

服务再提速，目前已实现“最多跑

一次”事项449项，其中“跑零次”

事项48项。

加快数据共享，推动线上线下

服务互补，打造“移动办事之区”，

是2018年我区“最多跑一次”改革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我区积极打通公安、人

社、民政、交警等14个部门以及市

民卡、水电煤等11家企业之间的信

息壁垒，实现残疾人申请及制发、

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开具学籍证明

等267个事项“一证通办”。

此外，首批2台24小时综合自

助服务机在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两

个服务大厅也正式上线启用，它集

咨询、办事、查询、支付、打印、评

价等功能为一体，可为群众即办事

项54项、公共支付6项，以及拥有

157项行政审批事项办事指南的查

询功能，让市民可以随时自助办理

业务。

推动简单事项就近办
打造“15分钟便民办事圈”

据了解，近期，区行政审批中

心正全力进行过渡新址搬迁准备

工作，预计6月初完成搬迁。新中心

位于绍兴路555号，办事大厅面积

由之前的1520平方米扩大至6737

平方米，增加停车位，增设母婴室、

心理调解室，将为群众提供更加人

性化的服务。同时，会将此前进驻

北城街55号人防大厦的所有投资

项目审批窗口整合搬至新址，新增

公积金窗口，为全面实现“最多跑

一次”夯实基础。

据工作人员介绍，为尽量减少

中心搬迁给群众办事带来的不便，

将加大事项下沉工作推进力度，着

力打造“15分钟便民办事圈”。

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核准

支付、残疾人求职登记等区级18个

部门共计137项个人办事事项可在

街道办理，接下去，区行政审批中

心将进一步梳理审批服务事项，特

别是个人办事事项和不复杂的法人

企业办事事项将尽可能实现在街

道平台办理；同时还将充分发挥社

区网格员作用，扩大代办事项，尽

快实现40%以上办件量在基层平台

上就近受理办理，方便群众办事。

关于公民旁听拱墅区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一次会议公告

杭州市拱墅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主任会议研究决定，5月下旬

举行区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预计会期半天，会议建议议程

主要有：1、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政府重大投资项目的报告；2、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我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3、

其他。根据《杭州市拱墅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公民旁听区

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办法》，本次会议邀请公民旁听，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会议安排杭州市拱墅区的公民参加旁听。凡年满十八周岁，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户籍在本区，或持有本区居住证，并在本区居住

1周年以上的公民，可以申请旁听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依法被限制人身

自由或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本次会议旁听人员总人数为3名。

二、要求旁听本次会议的公民，请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居住证

件，于公告之日起5日内到所在人大街道工委报名，并填写《旁听申请

表》。经所在人大街道工委初步审核后，报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审核

确定。

三、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将根据公民报名先后顺序等情况，确定

旁听本次会议的公民名单，并于会议举行3日前，正式通知被邀请旁

听的公民本人。

四、参加旁听的公民请按通知的时间、地点和要求准时到会，并

遵守会场纪律。

杭州市拱墅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本报讯（记者 张琳飞 通讯员 

叶雯）前不久，杭州银泰城来了个

机器人警察“小警”，它已在银泰城

“工作”了一多月，它不仅长得萌，

本事还不少。

“小警”能根据周边的环 境

自动构建商场地图，自动生成巡逻

路线并实时定位，还能利用安装的

360度高清数字摄像头进行移动人

像识别。同时，它还会循环播放关

于火灾逃生等的安全教育知识，一

旦发现火灾险情将及时预警。巡

逻过程中如果遇到电力不足，“小

警”则会乖巧地自行寻找充电桩自

动充电。

据祥符派出所警务人员介绍，

选择城西的杭州银泰城作为“小

警”的工作地，是因为商场人流密

集，安全性要求较高，而且银泰城

经常会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有“小

警”的加入，可以使商场的安全预

警得到更好的保障。

据悉，如果机 器人警 察的试

点反馈不错，未来拱墅将为其增设

更多的实用功能，也会投入更多的

“小警”到人流密集区，为群众的

安全保驾护航！

拱墅“机器人警察”上岗开展智慧巡逻

从这个学期开始，拱墅在全省创新探

索“党的知识进课堂”教育活动，我区118所

中小学校增加了一门新的课程——《党的知

识》。每所学校每学年安排8个课时，9学年

共72个课时的课程。

这门课程一共有三册教材，分为低中

高三个年龄段。跟人们印象中枯燥的思想

政治教育教材不同，这套教材每册有“讲好

党的故事”“唱好党的歌曲”“了解党的知

识”“开展党的活动”四个版块，结合教师生

动活泼、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着力在“润物

细无声”当中普及党的知识。

记者 张琳飞

党史知识走进拱墅中小学课堂

在杭州文渊小学身着军装的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党课

机器人警察在杭州银泰城开展巡逻

拱墅区委第六轮巡察公告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的安排，5月14日，

区委3个巡察组将分别进驻区财政局、区住建局、区城管局3家单

位，开展为期15个工作日的常规巡察。2个延伸巡察组同步进驻区住

建局所属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实施中心、区城管局所属

的市政园林管理所2家单位，开展为期10个工作日的延伸巡察。

巡察的主要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和省委、市委、区委巡视巡

察工作规定为遵循，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突出政治巡察，增

强“四个意识”，联系“四个全面”，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紧扣“六

大纪律”，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三大问题”，紧抓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题，突出主体和监督

“两责”，突出中层和基层“两层”，解决好“中梗阻”、微腐败、侵

害群众利益等问题，构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巡察的重点内容：一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

二是违反廉洁纪律方面的问题；三是违反组织纪律方面的问题；四

是违反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方面的问题；五是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的问题；六是落实区委重大决策、重大部署

方面的问题；七是区委要求巡察的其他事项。

期间，全区各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公开的联系电话、微信号、

电子邮箱如实反映情况和问题。进驻巡察期间，受理电话、接访的

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巡察结束后，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访渠道自动关闭。

区委第一巡察组（负责巡察区住建局）
组  长：陆秀华

副组长：葛汉忠

授权副组长：邵志华

联系电话：18758579691

微信号：gsqxcz1

邮箱：gsxunchazu1@163.com

来信地址：拱墅区台州路1号1号

楼3楼1311室区委巡察办转区委第

一巡察组

区委第二巡察组（负责巡察区财政局）
组  长：施玲花

副组长：王建达

授权副组长：李广运

联系电话：18758579605

微信号：18758579605

邮箱：gsxunchazu2@163.com

来信地址：拱墅区台州路1号1号

楼3楼1311室区委巡察办转区委第

二巡察组

区委第三巡察组（负责巡察区城管局）
组  长：应建华

副组长：王育新

授权副组长：徐国荣

联系电话：18758579603

微信号：gsq18758579603

邮箱：gsxunchazu3@163.com

来信地址：拱墅区台州路1号1号

楼3楼1311室区委巡察办转区委第

三巡察组

区延伸巡察第一组（负责巡察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实施中心）
组  长：项新明

联系电话：85378650（巡察期间）

邮箱：11759640@qq.com

来信地址：拱墅区台州路1号1号

楼3楼1311室区委巡察办转区延

伸巡察第一组

区延伸巡察第二组（负责巡察区市政园林管理所）
组  长：鲁建华

联系电话：88050815（巡察期间）

邮箱：1513573243@qq.com

来信地址：拱墅区台州路1号1号

楼3楼1311室区委巡察办转区延

伸巡察第二组

拱墅区委第六轮巡察各组信息公开情况

红    榜

小区： 科技公寓、北国之春

机关事业单位： 祥符街道办事处、区民政局

小区： 小西四苑、远大花园

机关事业单位： 城中村改造工程指挥部、杭州育才中学

黑    榜

垃圾分类红黑榜（4月）

为进一步推进拱墅各小区垃

圾分类工作，特推出垃圾分类“红

黑榜”。每月选取部分分类情况较

好的单位或小区列入“红榜”，以

宣扬先进，树立典型；选取部分分

类情况较差的单位或小区列入“黑

榜”，以鞭策后进，督促整改。 

4月份，经市、区、街道三级

检查，进入垃圾分类红榜的机关

事业单位和小区各2家，进入垃圾

分类黑榜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小区

各2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