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沈逸柔 编辑：余艳珍 李莫微 街巷·专题
QIANTANG NEW AREA DAILY

全区唯一！下沙街道滟澜社区荣获省级称号

聚合力，美丽钱塘入画来

以“美丽钱塘”点缀“现代星城”——城发集团吹响环境整治“冲锋号”！
■文/严巍沈博

2020 年 10月，钱塘新

区环境综合提升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下达2020年度钱塘

新区环境综合提升及工程建

设项目的通知》，确定7类13

项环境综合提升及工程，正

式拉开钱塘环境提升“攻坚

战”的帷幕。作为区属唯一

的城市服务类国资公司，城

发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勇挑重担，承揽了9项工

程的招标建设工作。

物换星移，一年转瞬而

过，环境综合整治也初现成

效：纵横交错的主干道平整

通畅、道路两侧的景观带生

机盎然，桥下空间得到有效

利用，还有更加便利的非机

动车停车设施与更加丰富的

城市小品景观，都不断提升

着钱塘居民的生活体验。

四季度，城发集团将吹

响环境整治“冲锋号”，紧盯

工程进度、致力项目攻坚，为

助力“现代星城”建设，迎接

“亚运钱塘”搭好台、铺好路。

克难关，亚运华章奏钱塘

自“美丽钱塘”建设号角声吹响
之日起，城发集团便以“全员上阵、全
力冲刺”的姿态严阵以待。集团成立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亲自
挂帅，统筹安排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分
工，领导小组下设环境整治专项推进
办公室，集团系统各子公司设整治工
作小组，责任层层传导、小组协同作
战，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副职领导
具体抓、全体干部一线抓的工作格
局。

景观综合提升、道路路面改

造、区域小品打造……环境综合提
升工程涉及城市建设管理的多个
领域，覆盖了大半个钱塘。面对挑
战，集团在突出重点、全力推进重
大项目的同时，坚持以“绣花功夫”
进行精细化治理。城市市容环境
板块利用“人工+机械”综合治理方
案与“一对一”+“日常日清”+“地
毯式”的管理模式进行提升；园林
绿化板块实行“定区域-定人员-
定面积-定排查计划”的方式持续
整治，真正做到了环境提升的“对

症下药”。
为了充分保证环境整治效果落

在实处，集团广泛发动一线工人全员
参与环境排查，多部门联动协同作
战。从市容保洁员到园林绿化养护
巡查员，每一位员工都是环境整治的

“督导员”和“宣传员”，每天都有“徒
步巡查”督导小组的成员进行“地毯
式”巡查，无论是主次干道还是背街
小巷，全员上阵的城发人时刻以脚步
丈量着钱塘大地，共同描画“美丽钱
塘”的动人图景。

行驶在钱塘区德胜快速北侧，道
路两侧的绿意喜不自禁地跃然眼
前。很难想象，在几个月前，这条长
达两公里，由绿植、繁花、草坪与起伏
流畅的地形共同构成的“美丽风景
线”仅仅是一段密集的防护林。自去
年12月起，城发集团通过移除密林、
塑造地形、种植植物组群、点缀景观
小品等方式对该地段进行提升改造，
近期即将全面竣工。舒适流畅的绿
地空间组合与波澜壮阔的钱塘江相
映成趣，为穿江而过的居民带来了别

样的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德胜快速路（文

泽路-文津路）北侧景观提升工程不
仅是区环境综合提升的亮点项目之
一，同时也在“花小钱、办大事、办好
事”的高效能城市建设迈方面出了先
行的一步。“项目西起文泽北路、东至
文津北路，进深约85米，全长两公
里，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根据原
先的估算，工程施工费将突破3000
万元。”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
压缩成本、提升工程质量，集团在规

划设计过程中突出景观微地形营造
理念，积极利用工程残值，通过苗木
折价、土方收益等进一步压缩成本，
最终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的施
工价为原先的三分之一。

从改造前的规划设计理念到实
施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德胜快速路
（文泽路-文津路）北侧景观提升工
程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
效益的高效协同统一，打造出可复
制、可借鉴、可推广的环境提升“钱塘
样板”。

时光轮转，2022年杭州亚运会近在眼前。围绕城
市亚运建设，特别是钱塘轮滑中心周边重点区块的环
境综合提升，钱塘区精心规划，落下整治“先手棋”。
由城发集团承建的4项整治项目中，学林街（文渊路-
文津路）人行道整治工程与德胜快速路（恒大路-沿江
大道）景观综合提升工程已经竣工，德胜快速路（文泽
路-文津路）北侧景观提升工程正在进行扫尾，23号大
街（6号大街至20号大街）、25号大街（2号大街至听涛
路）道路整治工程正在紧密建设中，预计将于明年3月
如期竣工。

“推进项目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在充分保证质量
的基础上，全面考虑提升项目的实际情况和周边资
源，进行了大胆创新。”在“迎亚运”整治项目负责人看
来，为了更好地契合“绿色、智能、节俭、文明”的办赛
理念，必须在时间和成本上下心思，如4号大街（文
渊-文津）道路整治工程及 23号大街（6号大街至20
号大街）、25号大街（2号大街至听涛路）道路整治工
程，两项道路白改黑提升工程，均充分利用原有砼路
面材料，以共振碎石化的技术处置形成高级路面的基
层，既节约了原有混凝土面层的破除清理、道路基层
新建两项经费，又进一步提升了施工效率，

“今年，文淙路（学林街至德胜东路）、云涛路（学
林街至德胜东路）道路整治工程也被列入建设计划。
项目计划于12月底动工，且要赶在明年5月底完成竣
工。虽然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依然将全力以赴，努力
克服各项不利因素，为钱塘城市亚运建设贡献城发力
量！”城发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造样板，无限风华两岸生

改造后

2323号大街与号大街与2525号大街人行道整治工程号大街人行道整治工程

学林街人行道整治工程学林街人行道整治工程

改造前

开镰节 庆丰收 齐劳作 共欢颜

■记者 叶晨璐 通讯员 骆敏

近日，义蓬街道南沙村举行“党建引领兴农业，丰年
万穗南沙村”首届开镰节。此次活动得到广大村民朋友
的积极响应，义蓬三小的学生们也一同参与活动，共享
丰收喜悦。

伴随着腰鼓队欢快的开场演奏，嘹亮的锣鼓声、激
昂的歌声响彻田野，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开镰收割”

“打稻谷”“亲子游田”等特别设置的环节，营造出热火朝
天的“赶农忙”氛围，让参与者充分体验到了秋收之乐。

戴好手套，拿起镰刀，走进田间，稻香扑面而来。收
割稻子对老一辈来说再熟悉不过。初次下田的孩子们
也在长辈的指导下，体验收稻米的快乐。大家跟在大人
们后面捡起零星的稻穗，共同感受劳作的辛苦、体验丰
收的喜悦。

村民王大伯今年70多岁了，听说村里举办“开镰
节”，放下手中的活赶到了现场。看着大家一起收稻的
场景，他激动地说：“时代发展真快啊，现在村里已经富
起来了，年轻人对农活很陌生，老人们年纪大了也不太
下田，好久没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干农活了。这次活动让
我想起了年轻时的故事，我很感动。”

丰收季，庆丰收，在丰收的喜悦中展示乡村新面
貌。本次活动以庆祝农民丰收为主题，通过形式多样
的农事体验环节，弘扬农耕文化，推进乡风文明建
设。同时，也全面展示了乡村振兴的阶段性成果与特
色，亮出了南沙村农业新成果、农村新风貌、农民新形
象。

更优美、更舒心、更有序

美好社区居民建 幸福生活大家享

“小单元”发挥“大能量”

走进邻里社区文化家园，平整幽静的林荫小
道、清爽整洁的楼宇墙面……美丽整洁的小区环
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社区通过居民自主报名，引导居民从自身做

起，积极参加到提升小区环境、美化家园行动中
来，为共同建设美丽社区贡献力量，这是我们推进
美丽社区建设的有力举措。”邻里社区负责人介
绍。如今，邻里社区以“绿、洁、畅、亮、美”为目标，
给美丽家园添彩的同时，也给居民提供了天然“氧
吧”。

让居民当家做主，打造高效运行的“毛细组
织”。这不仅是邻里社区的重要“法宝”，也是街道
推行“小单元、微组织、大治理”思路的有力实践。
按照美丽社区创建要求，街道在各个社区组建了居
民代表，施行议事协商机制，对社区建设中的重要
事项，以居民协商议事会、联席会议、居民代表大会
等形式进行讨论研究，让广大居民更深入地参与社
区建设。

同时，社区通过入户、沟通和动员，倡导居民投
身到“社区是咱家，建设靠大家”的活动中，参与环
境整治、清洁家园等志愿服务，共同美化社区环
境。通过全员参与美丽社区建设，街道将工作力量
下沉到最小网格，有效激发了基层的治理微动能。

“强党建”助力“文化兴”

“我们以‘党建引领强基，文化助力发展’为主
题，定期开展榜样学习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
边事教身边人为主线，围绕邻里团结、敬老爱幼、夫
妻和睦、勤俭持家等内容，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起社区居民的广泛热议，
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美达社区工作人员说。在
社区规划上，美达社区开展了“和美党建”品牌建
设，着力打造“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社区文化家
园。同时，增设读书角、书法园地等活动场所，满足
了居民充电、娱乐、休闲的活动需求。

为让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一
步提升，街道举行了多场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
动，吸引了广大居民踊跃参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作用，将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传递给每一
位居民，把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带入千家万户，让
居民群众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拉高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服务的标杆。

■记者 邹冉

作为我区唯一的城市型街道和
典型的移民街道，白杨管辖区域广
泛、群体结构复杂、治理难度较大。
根据各个社区情况和架构，白杨街道
立足居民需求，突出特色亮点，采取
系列举措，在美丽社区建设中取得了
显著成效。

「
」

■记者 钱圆

近日，为进一步弘扬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优良
传统，关爱老人的身体健康，新湾街道共和村在文化礼
堂开展了以“关爱老年人，义诊送健康”为主题的健康义
诊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杭州安舒医院的医护人员
为村民提供免费的义诊服务。义诊包括糖血压测量、外
科、内科、妇科、针灸、推拿、骨密度测试等项目。

此次义诊活动，共接待三百多位老人。其中，老人
对针灸理疗与骨密度需求比较大。在活动中，医护人员
进行了健康宣教，让老人们进一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并在生活与饮食方面提供合理的建议，让老人安心、
舒心。

此次健康义诊活动，不仅强化了村民的卫生健康意
识，还提升了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受到了村民的
一致好评。

关爱老年人，共和村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新湾街道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自下沙街道开展“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
以来，滟澜社区将“扫黄打非”工作与基层社会
治理、新时代文明实践、居民自治、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充分融合，构建政府、家庭、学校、
社区协同一体的“扫黄打非”联盟体系。通过
从“源头管理、价值引领、文化传播、社会治理、
国际合作”五个方面，打好“固本强基、护苗共
学、净网共享、秋风共育、反邪共融”五大行动
组合拳，使“扫黄打非”进基层有成效、出亮点、
创特色。

在滟澜社区，“扫黄打非”工作被纳入了微
网格治理体系，20名微网格员组成社区“扫黄

打非”工作主体，通过日常巡查，将辖区书店、
文具店、校园周边文化场所等人口密集、流动
性大的重点部位“一网揽尽”。

与此同时，滟澜社区将“护苗”工作作为重
中之重常抓不懈，坚决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文
化权益。社区开设青少年反邪教系列活动，通
过“科学反邪、文化反邪、环保反邪、亲子反邪、
青年反邪、观影反邪”等六大活动，引导辖区青
少年自觉抵御封建迷信和邪教的宣传，并依托

“暑期夏令营”“社区少先队”等载体，用青少年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扫黄打非”宣传教育。

除了注重“小朋友”，滟澜社区也特别关心
“老朋友”的精神生活，通过与杭州市成教、社
区教育学院、辖区共建单位等单位合作，为老
年人带去音乐舞蹈、书法绘画等丰富多彩的课
程，充分满足“老漂一族”的文化精神需求。

作为杭州市第二批国际示范社区，滟澜社
区现有来自英、美、法等10余个国家的外籍人
士及港澳台居民200余人。社区非常重视中
西文化交融，不仅制作了双语社区公约，还组

织了很多文化活动，经常邀请外籍居民参加澜
韵汉服社、传统节日秀、社区“国际文化节”等
活动，让大家爱上中国文化。

为让“扫黄打非”宣传教育不留死角，滟澜
社区多次组织开展了普法进家门、净网进社区
等主题活动，并结合“绿书签”行动，创新推出

“喜马拉雅”绿书签项目，在茗轩建立首个“智
慧绿书签”阅读站，覆盖小区1086户居民，通
过寓教于乐的形式，让居民自觉拒绝有害出版
物和远离网络有害信息，增强抵制涉“黄”涉

“非”等有害信息的能力。同时积极开展“最美
滟澜人”“滟澜好邻居”等评选推荐活动，大力
宣传先进典型，培育社区健康向上、文明进取
的新风尚。

“滟澜社区此次荣获省级称号为街道‘扫
黄打非’工作注入了强心剂，我们将以此次创
建工作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扫黄打非’进基层
工作，把社区精神文明工作做深、做活、做细，
全力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文化氛围。”下沙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钱塘区唯一！下沙街道滟澜社区荣获省级称号

■见习记者 李林蔚

近日，浙江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

了第五批50个“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和10个示范

标兵名单，下沙街道滟澜社区成为我区唯一一个荣获浙

江省第五批“扫黄打非”基层示范点称号的基层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