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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冰 通讯员 李

文）7月25日下午，区公安分局新

一届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持证上

岗。在区公 安 分局召开的“不忘

初心、牢记使 命”主 题 教育活 动

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征集会暨分局

第三届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聘任

仪式上，来自全区社会各界的28

名监督员集聚一堂畅所欲言，谈

体会、谈感受，提建议、提希望，

共同为加强和改进公安队伍作风

建设助力。

会上 宣读了《关于聘任拱 墅

区公安分局第三届党风政风警风

监督员的通知》，并为每一位监督

员颁发了监督员证及聘任证书。随

后，与会人员还一起观看了《2018

全区公安工作巡礼》视频短片，详

细了解了全区公安机关的年度工

作概况。监督员们也纷纷结合自身

工作岗位畅谈对公安工作的认识

和感受，并就如何加强治安防控、

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关心关爱民

警、加强协辅警队伍培训等方面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能够 担任监督员，这 对我

是一份信任、一份责任，也是一份

荣誉，我会提升专业素养，认真履

行职责，当好公安队伍的监督员、

解说员、宣传员，实事求是发现问

题，促进拱墅公安素质提升。”祥

符街道阮家桥社区书记丁慧娜表

示。来自树人大学的陆桂芹也表

态，因为有公安，才有人民更幸福

的生活环境，她将在履行监督职

责的同时，做好公安的“代言人”，

进一步宣传公安好形象。

当天，区公安分局还特邀 监

督员走进巡特警大队，参观警用

装备、观看处突演练，近距离感受

警营文化建设情况。“通过实地参

观，我们希望监督员们亲身感受公

安队伍的精神风貌，也能够让他们

进一步了解公安队伍建设情况，

更好履行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职

责。”区公安分局警务督察大队大

队长沈祖强说道。

28名党风政风警风监督员持证上岗

出店经营 私拉电线

万达金街再现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讯 近日，有热心读者向

本报反映：“前几天去万达金街

吃宵夜，发现金街两侧的许多商

户把桌椅、广告板、电扇都搭到

了过道上，还用接线板把电线都

接出来了。前不久这里刚发生过

火灾，现在天气这么热，接线板

和电线就这么放在过道上很危险

的。要是出点事情，这里都是桌

椅板凳，消防车都开不进来。”

7月31日晚，记者来到位于

杭行路上的万达金街进行暗访。

里里外外走了一圈，记者发现万

达金街沿线两侧有数十家店铺

正在营业，几乎所有的店铺都把

桌椅、电子广告牌、电扇、冰柜等

经营物品搬出来放在店门口，店

铺之间用花墙、隔离栏等进行了

隔断，许多食客正坐在商家搭出

来的这些露天场地内用餐。

据现场观察，除桌椅外，商家

放置在店门口的基本都是电器。

为了给这些电器供电，商家用接

线板从店铺内向外接电，如果电

器较多，店家就把多块接线板连

起来用。“大部分来吃夜宵的顾客

们都喜欢在露天坐着吃。”“现在

天气热，顾客们要求用电扇，室外

没有供电设施，我们只能把电从

店里接出来。”面对记者的提问，

大部分店主的回答如出一辙。记

者发现，接线板和长长的电线被

随意放置在地上，电线之间还有

交错和打结现象。

“我觉 得电线这么散落在

地上不大安全的，来来往往人这

么多，一不小心就容易踢到绊倒

的。”一位路过金街的市民向记

者抱怨，“这么多接线板、电线和

电器在用，很容易闹火灾的。”

今年6月，万达金街曾因煤

气泄漏引发火灾，所幸夜深人稀

未有人员伤亡。事故记忆犹新，

隐患再度浮现。夏季气温炎热，

本就 火 灾 高发，若对商家私 拉

电线放任自流，对遍地电器熟视

无睹，火灾一旦发生，后果不堪

设想。希望商家坚决杜绝侥幸心

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绷紧安

全弦，把好首道关。希望相关职

能部门和属地园区守土有责、守

土尽责，动态巡查、立查立改，

让消防安全隐患无所遁形、销声

匿迹。

万达金街商户存在出店经营私拉电线情况

本报讯（通讯员 桂慧君）近

日，位于上塘单元的皋亭经合社

商务楼项目主体全面结顶。

皋亭经合社商务楼为皋亭经

合社10%留用地项目，项目东至

沈半路，南至皋亭坝路，西至规

划道路，北至隽家塘河，总建筑

面积约3.9万平方米，预计于今年

年底竣工。

据悉，皋亭经合社商务楼采

用经合社负责建设、第三方单位

负责运营的开发模式，目前已与

远洋签约，未来将打造集公寓、

酒店、商业、办公等业态于一体

的高品质楼宇，打造成沈半路沿

线又一地标建筑。

皋亭经合社商务楼主体全面结顶

沈半路沿线将新增一地标建筑

皋亭经合社商务楼主体全面结顶  沈星凯/摄

本报讯（通讯员 胡俊威 金莉

莉）“报告，我区遭遇9级台风，各

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险情，请指

示！”“好的，市政抢险、绿化抢

险、人员疏散、医务抢险、灾后消

杀5支队伍各就各位。”……

7月31日下午，我区2019年

防汛防台应急演练在半山街道夏

意社区举行，区防汛防台指挥部

及各相关成员单位近60人参与现

场演练。

本次防汛防台应急演练结合

目前我区突出的城区内涝隐患，

现场模拟台风、强降雨引发的次

生灾害，就城区内涝积水点应急

排水、防汛防台绿化固定、受困

人员疏散、应急救护、灾后消杀

等五个课目进行了针对性演练。

“我们希望 通 过本次演练积 累

应急抢险救灾经验，提高实战能

力。”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

防汛防台演练  筑牢安全防线

  防汛防台应急演练灾后消杀  沈星凯/摄

“准三方”协同治理有“大作为”

 大关街道老旧小区治理有“章”可循
本报讯（记者 王苑阳）南八苑

小区发挥居民自治力量，全面提升

小区环境；香吉公寓楼漏水事件得

到圆满解决……近年来，大 关 街

道积极探索“准三方”协同治理模

式，激发居民自治力量，构建“党

建引领、三方协同、多元共治”的

基层治理“家”格局，在创新基层

治理路径上取得了新成效。

百姓圆桌会解难题
小区环境提质又“美颜”

“走，我们去边上的绿化小公

园放松下。”早上10点，大关街道

南八苑小区党建驿站的书画班进

入课间休息时间，居民杨芳感慨，

“以前这儿只是一片灌木丛，垃圾

清理不及时，夏天还招蚊虫。”来

这里参加文娱活动的居民们，总被

这些烦人的蚊蝇扰了清净。

今年年初，这个问题被小区民

生议事会成员提上了百姓圆桌会。

在多次召开党建引领三方联席会

议后，小区绿化小公园的改建工程

提上了日程，社区、物业、议事代表

三方共同参与绿化提升整改和监

督的全过程。居民们积极为改建方

案出谋划策，主动参与绘制公园墙

绘……如今，往日居民避而远之的灌

木丛成了小区热门的“打卡”胜地。

此外，通过三方治理，今年3

月，小区通往上塘河健身走廊的一

条小径也华丽变身。规范停车秩

序、确定活动室开放时间等一系列

棘手问题都迎刃而解。

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凝聚居民“家督”力量

“今年，南八苑还被列入我区

‘幸福家园’睦邻小区党建示范

点。”南苑社区书记汪如琴表示，

除了 百姓 圆 桌会、“一站 一 会一

日”工作室等机制的运行，党建引

领让小区治理如虎添翼。

据悉，南苑社区通过“支部+

网格”“支部+业主委员会（民生

议事会）”双重管理模式，两委班

子下沉到三方网格联合支部担任

书记，民生议事组织成员担任三

方支部委员，形成较为完善的协

同联动基层治理架构。目前，累计

组织开展活动30余次，参与较重

大议事和决策10余次。

近年来，在党建引领下，大关

街道发挥社区党委“家长”作用，

凝聚居民“家督”意识，做足小区

共治这篇文章。通过公布“说事”

热线，网格员“登门听事”“微信

记事”等方式广泛收集民情民意

的同时，采取社区迅速解决小事、

“百姓圆桌会”协调化解“大事”、

“有一说一”专题协商“难事”三

项机制化解小区矛盾。今年街道

物业受理投诉事件40起已全部解

决，受理调解申请25个问题也已

全部化解。每个社区还有一支义

务巡逻队开展平安共建。

三方协同治理落地生根 
助力社区浓厚“家”氛围

大关街道辖区内老旧小区居

多。随着社会发展，居民品质生活

需求和老旧小区功能不完善的矛

盾日益凸显。为此，街道以三方协

同治理工作为抓手，着力统筹资源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街道共招募586个居民代表，

250个党代表、楼道长，通过“身

边人服务身边人”，“身边人带动

身边人“等方式，让居民参与到交

通治理、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

来，共同构建有序、乐美、和谐之

家，助力浓厚“家文化”。

据悉，三方合力之下，居民对街

道社区工作满意度大幅提升。翠玉

社区2018年物业费收缴率达98%，

远超杭州80%传统准物业收缴率。

下一步，大关街道将进一步完

善准三方工作机制，指导民生议事

会实效运行。借助小区微信群、积

分兑换等多种激励方式鼓励民生

议事组织提意见、晒评价，进一步

发挥居民自治的主体作用。同时，

开展物业企业“竞争淘汰”，对试

运营期物业企业的管理服务进行

社区居民满意度测评。

三方协同治理   夯实基层基础

泰普森：从传统制造走向高端智造
（紧接1版）的都市产业创新创业

高地。

   

智创，为产品和品牌赋能
如何在异常激烈的国际市场

竞争中突围？

在一次次碰 壁 和反 思中，杨

宝庆悟出一个道理——必须摘掉

中国制造最大优势就是便宜的标

签，用“智创”为产品赋能，真正

打响自己的品牌。

多 年 来 ，泰 普 森 保 持 发 展

定力，不断 增 加研发 投 入，探索

从低 端 制造向渠 道、设 计、品牌

等产业高端延伸的路径，杀出了

一 条“ 血 路 ”。比 如，泰 普 森 积

极 对接科研院所，先后成立了一

批研究院、设 计院，广纳天下 英

才，高薪聘请全球顶尖设 计师，

还先后在海外注册“Westf ield 

Outdoor”“Timber Ridge”等

多个品牌，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

提升技术含金量和品牌影响力。

深切感受到文化创意的澎湃

之力，也让杨宝庆萌发了新想法。

早在十几年前，泰 普森打造的乐

富智汇园就在北部软件园开园并

投入使用。这个总建筑面积10.6

万平方米的园区，吸引了博采传

媒、蒙牛贸易、汉 达 医 药 科 技等

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获得了国家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文化产

业示 范 基 地等 殊 荣。如今，园区

入驻了涉及文化创意、工 业设 计

创 新、电子高 新 科 技、生物医 药

等领域的企 业16 0余家，培育出

上市企业3家，还有2家正在筹备

上市。接 下来，该园区将 继 续 升

级，突出产业孵化、源头创新，构

建 产、学、研 一 体化 平台打造 企

业完整生态产业链，打造4.0版文

创园。

筑梦，为10万设计师打造大舞台
“能有今天，离不开火热的时

代，离不开各界的支持。”在杨宝

庆看来，企业做大了，责任也大了，

惟有不忘本来，才能走向未来。

扛起责任，是泰普森的立企

之本。2008年汶川大地震，泰普

森撤下生产线上的2500多万美金

订单，全力以赴赶制10万顶救灾

帐篷；集团设立创新创业、关爱、

助学等3大基金，为困难员工、员

工子女等提供帮扶；发起成立浙江

省侨缘公益互助促进会，为省内归

侨、老侨做好服务；未来5年计划

筹集资金2500万，为退役军人提

供关爱帮助、就业培训等。

在主业上，泰 普森自然有更

大的“野心”。作为运河工业设计

小镇的重要“引擎”，泰普森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聚焦工业设计、文

化创意、智慧经济三大产业，将目

光投向了更远方。

杨宝庆说：“将整合线上、线下

资源，预计为全球10万设计师打造

创新创业大舞台，比如建立国家级

标准实验室，打造3D功能的设计、

开发、制作等工程。同时，为设计师

的设计产品、创新性作品对接好市

场，瞄准创意、设计、生产、市场转

化等各环节，提供一条龙的支持和

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泰普森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还将引入德国红点

设计、红点设计学院讲堂等行业顶

尖资源，帮助设计师们学习成长交

流，将创意兑现，让情怀落地。

回首来路，见证了这一方水土

沧桑巨变。面向未来，杨宝庆更是信

心满怀，他表示，希望在杭州大城北

崛起的征途中，贡献更多智慧和力

量，和创新创业者们一道，在拱墅这

片热土上继续追梦，将运河工业设

计小镇打造成一颗闪亮的明珠。 

拱墅文明出行红黑榜
红　榜

● 7月29日，拱墅区工程车协会召开半年度安全工作会议，对上半年

工作开展点评回顾，分析形势任务和问题短板，并部署下半年工作。辖区

各运输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及驾驶员代表200余人参加。期间，交警

拱墅大队还进行了文明安全出行业务培训。

黑　榜

● 7月29日7时07分许，陈*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石祥路杭行路口

时，因未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查获，当场滞留车辆并警告教育。

● 7月29日8时41分许，张**驾驶号牌为浙A2UD**小型轿车行驶至

沈半路石祥路口时，实施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被民警查

获，处50元罚款，记2分。

● 7月30日18时19分许，姜**驾驶号牌为浙A093**小型轿车行驶至

上塘路大关路口时，实施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违法行为，被民警查

获，处50元罚款，记2分。

● 7月31日17时01分许，胡*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莫干山路花园岗

街路口时，因未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查获，当场滞留车辆并警告教育。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
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
传播文明交通理念  倡导安全文明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