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水老鼠”

本报讯（记者 戚安琪） 11 月 19 日下
午，
上城区信访“同心圆”
工作室正式揭牌
成立。区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王文硕，
副
区长、
公安分局局长田国刚，
以及相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
专家团队、
信访志愿者等参加
活动。
活动仪式上，王文硕、田国刚共同为
工作室揭牌，
并为专家代表颁发聘书。
采用这种材质的人行道，具有真正的“海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
量”，能够及时“喝”掉刚下的雨水，达到雨天
作
“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
的重
路面不积水的效果。
要指示精神，
高质量解决群众急、
难、
愁、
盼
的问题，
做好访源治理和积案化解攻坚工
六大区块全覆盖 全域歼灭“水老鼠”
作，
成立上城区信访
“同心圆”
工作室。
“同心圆”
工作室创新采用“一十百千
区城管局还将全区分成六大块，
开展全域全
万”
的工作模式，
即建立一个“同心圆”工
面摸排，
全程采取徒步巡查形式，
形成问题清单。
作室，
整合区矛调中心行政争议、
政策咨
此外，
针对人行道无障碍设施，
专门邀请专业人士
询、婚姻家事、环保邻避、城建征迁等十大
开展专业化巡查，
提高问题发现的精准度。
功能区，
联合由行业专家、知名律师、融媒
同时，将 35 条城市道路无障碍环境提升
体、金牌调解“老娘舅”、市行风监督员、
和 1107 个市政类无障碍设施点位改造等民
12345 督察专员及市民代表组成的百人
生实事重点项目，以及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
专业调解团队，牵手千余名信访志愿者，
题作为重点整治对象，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问
为万户家庭解决矛盾纠纷。
题，
第一时间处置问题。
王文硕指出，
信访工作是
“送上门”
的群
众工作，
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市政设施更完好 市民出行更放心
带，
反映的是民生、
民情、
民心、
民意，
事关群
众切身利益，
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
11 月上旬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已完
要作用。她希望，
“同心圆”
工作室因地制宜
成整改 226 处，
修复人行道面积 231.8 平方米，
进行工作布局和统筹推进，
探索提供远程调
有效解决市民出行难题，
努力实现人行道无松
钱江新城
解、
互联互通的线上平台，
进一步提升基层
动、
无破损、
无缺失、
雨天无
“水老鼠”
现象。
调处化解效率，
与
“老师傅”
“
、老娘舅”
一道，
在治理
“水老鼠”
的同时，
我区也一并解决
把这个同心圆的半径越画越大，
成为信访战
部分道路破损、
沉陷积水、
树池拱起等问题，
确
线贯彻落实共同富裕指示精神，
推动全社会
保道路更平整，
行人出行更安全，
城市更美丽。
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载体。

我区打造“会呼吸”的人行道

树木与人行道相得益彰

本报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雨天外出
最怕的就是“水老鼠”——人行道板松动，一
脚踩下去水花四溅，鞋子裤子统统遭殃，出行
的心情会变得很差。
现在，上城已有市民察觉到，走在路上碰
到“水老鼠”的几率越来越小。
“ 这两天，感觉
家门口的路平了不少！下雨天，
‘ 水老鼠’也
少见了！”住在丁兰街道玺之湾小区的李阿姨
笑着说道。

▶技术人员实
地指导施工人员规
范修复人行道

人行道用新技术 雨天路面“会呼吸”
区城管局采用无机型透水保水增强剂或无
机型透水保水环保砖，
替代传统沥青路面用的
沥青粘合剂和常见的混凝土透水砖、
陶瓷透水
砖，
增强了路面透水性、
抗滑性和雨水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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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改造惠民生 笕桥街道建设美好幸福家

杭州首个农业双创平台交出高分答卷

施工标准较低，交付后外墙脱落、房屋漏水等
现象时有发生，居民对房屋提升改造呼声强
烈。
为此，东港社区坚持问需于民，将小区提
升改造作为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几年间经
过街道、社区等多方协调，终将东港嘉苑小区
提升改造工程项目落实并开展施工。工程的
最终落地可以说是非常来之不易。今年 9 月
29 日，东港嘉苑提升改造工程现场指挥部成
立，
工程正式进入施工阶段。
指挥部成立以来，社区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构建共商共建格局，会同街道、代建
单位、监理单位、跟审单位、施工单位、指挥部
群众工作组组成提升改造智囊团，以群众最
强烈需求为发力点，聚焦提升改造工程中的
痛点、难点，
召开相关会议 7 次。
同时，为引导、提倡和鼓励居民将电动车
停放在安全区域，社区将安装电梯智能化“阻
车”系统，通过数字手段坚决杜绝电动车乘梯
上楼，
乱充电及飞线充电现象。
作为回迁安置小区，
居民在楼道内存放大
件物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多来年社区联合物
业为解决此问题采取多种举措，
但效果总是不

本报讯（区科技局） 刚刚迎来开园两周年的浙江
省农创园是我区依托浙江省农科院打造的杭州市首
个农业创业创新平台，为解决农企技术需求、信息共
享、资金扶持等创业创新难的“卡脖子”问题提供了坚
实的科技支撑与精准的双创服务。
李长斌是华农（浙江）设计规划有限公司法人。
去年 9 月，他只身一人来到杭州，作为重点孵化对象
入驻省农创园省级星创天地，从刚开始 20 平方米的
办公场地到目前的将近 200 平方办公场地，团队已经
发展到 18 人，相继签约重大项目 7 项。也是在去年，
入驻企业杭州乐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功申领到“火
炬创新券”
4.5 万元。
从农业类企业到生物医药等非农企业，
截至目前，
省农创园全面引入大农业大健康类企业累计178家。
“园区发展离不开属地政府的支持。
” 浙江省农创
园董事长陈小龙介绍说，
去年，
上城发布了《杭州市上城区
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促进转型升级的若干扶持政策》。
除人才政策、
优企奖励政策等之外，
上城还给予园区税收
“三免两减半”
政策，
切实帮助园区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
据了解，我区正逐步建设形成“产学研用金、才政
介美云”十联动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促进以省农创
园为代表的孵化器的不断壮大，技术牵引成果转化周
期的不断加快。

关于东港提升改造设计方案的研讨会议
本报讯（笕桥街道） 家住东港嘉苑三区
的赵大伯，这段时间“毛开心”，因为他期盼已
久的小区提升改造工程，终于开始动工了！
“以前一直听说小区要改造，盼啊盼啊也没见
到踪影，这下看到架子搭起来了，工人也进场
了，心里这颗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开心！毛开
心！”
赵大伯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东港嘉苑的居民盼望着小区提升改造已
经好几年了。作为笕桥街道毗邻杭州东站的
回迁小区，可以说是杭州的“门面”，但自 2012
年房屋交付以来，由于当时建筑设计缺陷及

尽人意。为此在前期工作中，
社区工作人员进
行大量的走访调研工作，充分了解居民诉求，
结合社区实际及居民生活习惯，将在架空层、
地下室设置大件物品集中堆放地，
居民可通过
申办简易保存手续，
暂时存放家具。通过疏堵
结合的形式解决社区老大难问题，
一并解决楼
道乱堆乱放问题，
消除安全隐患。
提升改造工程关系千家万户，重要性不
言而喻。如今，搭设小区通道口防护棚、楼栋
屋面安装、搬运吊篮配重块搭设等工作正紧
锣密鼓地开展。同时，社区联合物业挨家挨
户上门入户登记保笼、花架、晾衣架尺寸问
题，并组织代建单位、施工单位、指挥部群众
工作组等共同参观在小区建设上有特色亮点
的兄弟社区，学习优秀做法，积累经验并结合
社区实际运用到施工当中。
东港嘉苑提升改造工程既是一项重大民
生工程，也是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
居住品质，解除安全隐患的现实需求。东港
社区将把改造工程和城市界面提升相结合，
为明年亚运会展现杭州东大门的风采，以高
品质的面貌迎接来自全世界的客人，让居民
真正享有幸福感、获得感。

释放消费新动能 湖滨街道彰显门厅新担当
本报讯（湖滨街道） 2021 年，湖滨步行街
迎来了开街 2 周年。从试点到开街再到授牌，
湖滨步行街的建设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把 杭 州 建 设 为 消 费 者 的 天 堂 ”为 已 任 ，在
“中央、省、市、区、街”五级联动下，用实干与担
当 换 来 湖 滨 步 行 街 从“ 全 国 试 点 ”到“ 全 国 示
范”的蝶变。
自开街以来，面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湖
滨步行街顺应国内消费新潮流、消费升级大趋
势，主动调整商业业态、街区形态、文化神韵、消
费生态，将街区打造成为智慧商圈的体验地、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时尚聚集地。

过数智化营销，谋求品牌蝶变升级，让“老字号”
成为“新网红”。

新理念融合 培育治理新优势

新业态融合 激活发展新动能
集聚国内外知名品牌。针对街区特点，做
强“首店经济”和“首发经济”，大力招引品牌首
店、旗舰店落地。2021 年新签品牌 200 余个，依
托湖滨银泰和湖滨 88 等项目，40 余家首店、旗舰
店相继亮相，抢滩年轻消费客群。为期 37 天的
《看见 LV》全球巡展共吸引客流 600 万人次，全
球媒体总曝光量破 20 亿。街区也成为华为等数
字新品发布的必选之地，进一步提升步行街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
丰富线上销售消费场景。顺应数字经济发
展趋势，推进线上线下互通融合，采用云逛街、
云购物等形式，发挥直播电商“乘数效应”。
“5G
湖上直播间”被授牌“杭州亚运特许商品直播
间”，今年以来已连续直播 68 场，累计吸引 1120
万人次观看，助力湖滨步行街成为全国最具“电
商之都”
“网红之城”
特色的示范街区。
夜经济绽放商圈新能级。各综合体打造以
“微醺”夜经济和年轻潮流文化为重点，引入受
年轻人青睐的业态矩阵和高科技沉浸式购物，

夜间消费地标多点开花。引导商家延长营业时
间，以数智化赋能提升消费体验，依托互联网平
台，通过发现和智能推送精彩的夜购、夜食、夜
游、夜娱等消费场景，逐步在街区形成有一定规
模和聚集效应的特色品牌营销。

文商旅融合 打造潮流新地标
擦亮宋韵“文化牌”。紧紧围绕打造以宋韵
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的目标，深

提升智慧化停车体验。湖滨步行街智慧管
理平台自推出以来倍受媒体关注，央视《新闻直
播间》
“两会聚焦”报道湖滨步行街智慧街区。
今年以来继续深化数字化改革，在无杆停车的
基础上，推出“通停通惠”停车管理模式。综合
体 IN77、解百、工联等会员系统实现跨接，打通
不同主体的停车优惠体系，解决周边停车场冷
热不均的现象，全面实现超 1000 个停车位实现
“通停通惠”
的停车模式。
创新精细化保洁模式。结合街区地理位置
和客流特点，以“席地而坐、手摸无尘、人过无
屑、车过无痕”的标准，将室内保洁理念全面延
伸至室外，采用整体“分类精洗七步工作法”辅
以轻型电动机械设备，实现街区“全周期、全时
段、全覆盖”一体化精细保洁，显著提升路面保
洁作业的整体效能。
创 设 有 序 的 旅 游 环 境 。 为 加 快 解 决“ 野
导”、非法旅游小广告等问题，街区组织晴雨公
益服务中心在街区开展“美丽杭州、文明旅游”
志愿者宣传活动。将公交自行车服务亭升级为
度挖掘步行街区文化资源，以高质量文化供给
旅游咨询亭，首批由 10 家旅游社派员入驻，
“黄
不断增强市民游客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马夹”
咨询员为游客提供专业咨询、
引导服务，
孵化文艺“新 IP”。持续孵化“湖上”系列，
让游客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
“ 正规军”的引入
打造“湖上乐客厅”等特色鲜明、小巧精美的“文
有效地挤压了“野导”、非法旅游小广告的生存
化客厅”和音乐“打卡地”。与杭州大剧院等 7 家
空间，
为杭州旅游业蓬勃发展注入一股新力量。
机构建立合作，开展了 50 余场不同风格的高品
质音乐演出，为街区公共空间植入缤纷多彩的
文化元素。举办“杭州澳门周”路展等文艺活
奋力当好高质量发展建设
动，
以经典文化演绎特色新 IP。
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
激发经典“新国潮”。老字号跨界出圈，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