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余艳珍 校对：单建欢要闻
QIANTANG NEW AREA DAILY

■首席记者 郁佳炜 通讯员 徐昊

本报讯 8月16日下午，来自东南中学的
330名初中在校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陆续走
进我区城建文化馆疫苗接种方舱，接种新冠疫
苗。这也标志着我区在校学生集体接种疫苗
工作全面启动。

尽管是全区首场未成年人接种专场，但现
场秩序井然。学生和家长们两人一组在志愿
者的引导下依次排队进行预检登记、接种、留
观等程序。按照年级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成了
这个夏天接种方舱里的又一道风景线。“我们
在现场安排8名志愿者、2名巡防队员和2名社
工进行引导，同时检测体温，查验学生及家长
的健康码、行程码，提醒大家佩戴口罩。”接种
方舱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也安排了校医、教
师和家长共同维护秩序。

每当学生在接种台前坐下，接种医务人
员都会不厌其烦地仔细向孩子和家长核对
身份证和疫苗，并叮嘱注意事项：“打完疫
苗，棉签按两三分钟。去留观半小时。24小
时内针眼处尽量别碰水。这几天多喝水
……”

“这就打好了？我都没感觉！”不少孩子在
接种完后一脸轻松。现场也有家长为疫苗集
体接种安排点了赞：“刚得知杭州启动未成年
接种疫苗的时候，我还发愁预约不上。后来学
校统计了学生的情况，发了集中接种的通知。
我们过来接种也很方便。这样的安排挺好
的。”

事实上，为了解决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预
约困难问题、满足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安全有序
接种疫苗的需求，我区高度重视学生接种工作，

早已启动了周密部署组织。前期区社会发展局
与区教育局、学校多方沟通接种事宜，分批次，
分时段有序安排。“我们还和省市积极沟通，确
保学生疫苗按时足额发放到各接种点。”相关负
责人表示。

区社会发展局还与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
区等区内综合性医院提前对接。针对儿童接
种人群特点，医院专门增配儿科抢救器材设
备，同时增配备儿科值班医生保障，将儿童接
种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像城建方舱接种

点，共增加医护人员5名，延长接种时间1.5小
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儿童和家
长的现场等待时间，提高接种速度。

接下来，我区各疫苗接种方舱将陆续启
动未成年人新冠疫苗集中接种专场，加速建
立免疫屏障。方舱医护人员提醒，出发接种
时，家长学生务必携带家长身份证、学生身份
证或户口本等证件材料，在接种疫苗前应避
免空腹、劳累，尽可能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疫
苗接种。

我区启动未成年人新冠疫苗集体专场接种

■记者 吴宇翔 通讯员 沈天华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规划资源局钱塘分
局获悉，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我区生态保
护红线总面积18.9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区内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
目前已完成区内生态保护红线现场勘界工作，
并在重点地段、拐点等控制点设立标准界桩，
为下一步规范化、常态化实施监督管理奠定了
技术支撑。

据了解，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质是生态环
境安全的底线，覆盖着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
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等关

键区域。我区生态保护红线主要位于钱塘区
东北部的江滩区域，属于淤涨海涂，是季节性
滩涂和江海衔接的潮间带地区。

“随着我区生态环境不断好转，候鸟持续
回归，生物多样性逐年提高，该区域已然成为
候鸟南迁旅途中重要的停歇地与中转站。”市
规划资源局钱塘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划定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一招。该区域作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
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之一，不仅承担大量湿
地水鸟的栖息地功能，也是我国东部大陆海岸
冬季水鸟分布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每每临近
冬季，数千只越冬候鸟总会如期“赴约”。据近

期开展的生物多样性调查，该区域内及其附近
区域累计观测记录鸟类140余种，其中列入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的有19种，浙江省重点
保护鸟类18种。

“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三
区三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生命线，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市规划资源局钱塘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市规划资源局钱塘分局还将会同
相关责任部门以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工作为
抓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
发展格局，擦亮生态底色，绘就钱塘版生态画卷，
用实际行动守卫绿水青山。

筑建“鸟的天堂” 我区划定近19平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

■记者 张华颖 通讯员 陆锋

日前，位于临江街道红十五线与新世纪大
道交汇处的景观湖提升改造工作正在如火如
荼进行，预计今年10月底，居民就可以来这里

“解锁”临江新景观了。
临江景观湖，东侧与南侧各分布一条水

系，受两侧水系影响，近年来景观湖部分区域
水质浑浊，且湖边周围存在设施老旧、植物布
局不合理、死株坏株等问题。今年，街道将乡
村三美建设提升工程列入了八项民生实事，
其中临江景观湖及环境综合整治项目是“重
头戏”“目前正在进行清淤工作，接下来依照
浙江省河湖生态缓冲带技术指南，我们会根
据景观湖岸线实际情况建设生物滞留池，利
用滞留池中的填充滤层和植物净化削减道路

的地面径流污染。”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改造共计投资约400余万元，除生物滞
留带外，街道将在景观湖边坡处利用松木桩
护岸形式，减少周边水土流失。同时种植多
类型水生植物，利用植物根系的固土作用及
拦截沿岸地表径流的污染物。“生物滞留带和
生态型护岸相结合，对水质进行一个长效的
改善。”

此外，此次改造将在浅水区构建“水下草
皮”，深水区构建“水下森林”的沉水植物净化体
系，辅以鱼类及虾贝类以及微生物等水生生物，
增加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恢复提升湖泊的生态
稳定性功能，进一步提升景观湖水体水质指标，
提升水体透明度。“通过此次改造治理，该段水
质主要指标将有望稳定达到地表Ⅲ类水标准。”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此次改造还将在景观湖的四周将打
造活力运动、荷风柳浪、樱花步道、水映芳泽、
高台揽胜五个主题景观，拉近居民与大自然的
距离。“之前的景观湖整体环境尚可，但缺乏互
动体验项目，来游玩体验的人很少。这次改
造，我们增加了人景体验项目。”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新增的景观内有健身器材、秋千等体
验项目，也有彩虹栏杆、樱花大道等适宜拍照
打卡的项目，同时街道也为居民们放风筝、露
营等活动留足了位置。

近年来街道聚力水环境治理工作，完成了
污水零直排街道创建，打造了一条条样本河道
……今年，除临江景观湖综合整治外，三工段
横河临江段综合整治工程，南新河、北新河和
农二场东直河河道驳坎修复工程都在有序推
进中。

本报讯 近日，随着最后一车
混凝土浇筑完成，杭州交投集团
下属下沙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项目一标最后一幅地
连墙完工，标志着本项目取得关
键节点胜利，隧道围护结构施工
顺利收官，同时为下一阶段基坑
工程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下沙路与12号路
提升改造及附属配套工程一标
明挖暗埋隧道位于下沙路，全长
1.78千米，围护结构采用0.8米
厚地下连续墙，墙深26-52米，
混凝土采用C30水下，相邻墙之
间采用工字钢接头。全线共计
地连墙681幅，钢筋2.26万吨，
混凝土 12 万立方米，工字钢
4824吨。自 2019年 6月 26日
首幅地连墙开始施工，历时778
天，开挖土方12.4万立方米，完
成全部地连墙施工。

因本项目地连墙周边管线

较多，涉及燃气、电力、给水、雨
水、污水、通信等，迁改工程量较
大，DN2000三污干管、DN1400
污水管、35KV、110KV等重要
管线迁改难度大，施工周期长，
对本工程整体工期影响较大。
进场施工后，项目部把管线迁改
定为本项目工作的重中之重、龙
头工作，坚持不等不靠的思路，
集中精力和人力积极主动配合
项目公司的管线迁改工作，确定
领导班子全员搞管线迁改的领
导机制，最终于今年7月底完成
全部管线迁改与割接工作，为地
连墙施工提供作业面。

随着隧道围护结构的全面
完工，下沙PPP项目将全面进入
隧道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下阶
段，项目将继续以良好的施工态
势，按照年度节点目标，为隧道
全面贯通冲刺。

（张辉君 朱英梅 吴宇翔）

下沙PPP项目全面进入隧道主体结构施工

本报讯 作为人口流入大
区，我区始终致力于提升新市民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推进流动
人口社会融合，不断提升流动人
口服务水平，让每一位新钱塘人
都能在钱塘享受家的温暖。今
年，钱塘区再次成功申报中计协
新市民健康行动项目。以此为
契机，区计生协开展丰富多样的
活动，满足新市民对生活健康服
务的各项需求。

比起往年，今年的新市民健
康行动项目将有更优质的线下
活动阵地。耗资190余万元改
建的白杨街道邻里社区“新市民
健康之家”已投入使用，打造了

“一廊一厅一角一路三室”功能
区块。今年，区计生协还联合街
道对三楼做了整体的升级改造，
不断优化服务场景，进一步融合
协会元素，将空间灵活运用，不

日也将竣工验收。
事实上，“新市民健康之家”

也早已结合社区服务需求，推出
了一系列活动，确保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活动。“小候鸟”暑期班作为
活动阵地的亮点活动之一，在暑
期为“小候鸟”们带来多样课程，不
仅帮助新市民解决既上班又要照
顾孩子的难题，开办至今已历时
11年，让500余名孩子受益。

接下来，区计生协将与各部
门协调合作，以社区志愿服务项
目为载体，积极开展“邻里百家
宴”“我在浙里过大年”、春节困
难流动人口慰问等活动，探索居
民自我管理新模式，帮助广大流
动人口实现由“外地打工者”向

“本地新市民”的转变，推广邻里
样本，辐射覆盖全区新市民，提
升品牌项目影响力。

（何易雯 郁佳炜）

我区成功申报中计协2021年新市民健康行动项目

本报讯 8月 17日上午，央
广网、中新社、浙江日报、杭州日
报等20多位中央省市级媒体记
者来到我区进行“杭向共富”采
风活动。

据了解，“杭向共富”媒体采
风活动于8月 16日正式启动。
由中央和省、市媒体记者组成的
采访组，将围绕“大杭州 高质量
共富裕”开展为期5天的集中采
访，深入挖掘我市争当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
市范例的典型案例和精彩故事，
解码共同富裕的“杭州样本”。

采访组一行人首先来到杭
州市下沙中学，采访校长、退休
教师、教学处主任等人，与正在
训练的射箭队队员进行交流，并
了解学校如何实现农村学校到
现代化国际化的校园“三级跳”

以及在打造美好教育共同体、实
现城乡教育融合等方面的探索
实践。随后，前往河庄街道江东
村，通过对江东村党支部书记方
建庆、居民陈炳贤、闲梦江东企
业负责人刘顺风的采访交流，进
一步了解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
村共同富裕路径。

在随后来到的江东农场，负
责人孔万春向采访组详细介绍了
江东农场的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经
营情况，采访组针对当前我区农
业、农村、农民相关情况，采访了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陈兴，了解现
代乡村产业体系以及钱塘韵味都
市农业高质量新典范模式。

接下来，本报也将就共同
富裕主题，通过图文、短视频等
多种形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
的报道。 （余梦梅）

中央省市主要媒体赴我区举行“杭向共富”采风活动

治“旧疾”建“新景” 打造优质水环境回应民众所盼

杭报集团钱塘新区传媒中心 宣

（上接第1版）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精准服务。今年，园区着力
建设企业综合服务平台，构建个
性化与规范化有机结合的全生命
周期服务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关
键小事。上半年开展的复工复产

“助企”活动，从政策、代办、流程
培训等多方面提供有效服务，全
面提升企业满意度。日常开展走
访“连心”活动，累计走访企业

115家次，收集问题94个，解决了
聚合顺宿舍、三隆新材料道路排
水、东南新材料煤改气优惠、化纤
企业库存紧缺等问题88个。

下一步，临江高科园将紧紧
围绕省市区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任务量化，逐月分解，细化指标，
按时跟进指标完成进度，持续抓
好转型升级和项目引进并举，奋
力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