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在两
昌地区，随处可
见摊晒山核桃的
场景。
记者 金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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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多云，下午到夜里转阴有阵雨

或雷雨，西南风 3级，气温 24到 33度，平均相

对湿度 70%，空气质量指数 40 到 60，明天阴

有阵雨，偏北风 3级，气温 25到 28度。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徐莉莉

本报讯 17 日，我区首个金融

机构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网点在

临安农商银行正式启用。区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与临安农商银行同

时签署了不动产抵押登记延伸服

务协议书，这标志着我区不动产登

记便民服务点延伸到了金融机构。

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区“最多跑

一次”改革工作，不断推行便民服

务新举措，积极营造更加优质的服

务环境。经过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与临安农商银行多次对接协调工

作，在完成系统操作业务培训、部

门工作流程确定、数据信息安全的

基础上，区不动产抵押登记“一站

式”服务农商银行营业部服务点正

式启动。“我们按照群众和企业到

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的要

求和目标，充分运用‘互联网+政务

服务’和大数据，创新体制机制，与

临安农商银行合作，推出不动产抵

押登记延伸服务。”区不动产抵押

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说，该项

服务的推出实现了“让数据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

据悉，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通过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升级，突

破技术壁垒，开发金融机构专用不

动产抵押登记受理端口。在临安农

商银行设置“不动产抵押登记就近

办服务点”，对符合办理抵押贷款

条件的群众，由银行指定专人一次

性收取办理抵押贷款和抵押登记

所需资料，将资料扫描后录入不动

产登记信息系统，区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通过系统在网上完成审查、

核定和登簿工作，银行通过不动产

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获取

抵押登记情况，在确认不动产抵押

登记生效后即可为群众办理贷款。

“以前，群众办理抵押贷款要

分别跑银行和不动产登记服务中

心，需要二三天时间，来回跑五六

次才能完成。现在，办事群众既不

用跑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窗口，也

无需再提交不动产抵押登记证明，

只要在银行就近办服务点统一受

理审核通过后当场即可办理贷

款。”区不动产抵押登记服务中心

负责人告诉记者，受理业务过程

中，他们在杭州地区率先使用人脸

识别系统和网上公证体系，确保办

理过程准确无误，记录在案，有效

防范业务风险，为不动产抵押登记

工作保驾护航。

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按照

“一件事”办理的要求，将不动产

抵押登记向银行延伸，通过窗口

前移、合并受理，从而实现群众

不动产抵押登记“跑零次”和银

行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跑零

次”，真正做到了群众和企业“不

见面”办理。下一步，区不动产

登记服务中心将在总结试点经验

的基础上，向全区银行推广不动

产抵押登记“一站式”服务模式，

服务更多的企业和群众。

窗口前移 数据跑路

我区不动产抵押登记向金融机构延伸实现“跑零次”

今日临安客户端

实习记者 何雨阳

本报讯 昨日，我区 6 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开工仪式在区中医

院整体迁建及康养中心建设项目

现场举行，副区长高吉亚参加活

动。

此次开工的区中医院整体迁

建及康养中心建设项目，总投资

9.6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0.5 亿元，

建设工期 3 年。该项目位于武肃

街和临水路口，项目总用地面积

52423.8 平 方 米 ， 总 建 筑 面 积

111402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 7445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6951 平方米，将建成一所三级乙

等综合性中医院和康养中心。其

中区中医院主要建筑有中医馆、

门诊楼、住院楼等，共设置床位

500 张。康养中心建设以康养楼为

主，共设置床位 260 张。

在此次集中开工的其它项目

中，教育类项目两个，分别为城

北小学新建项目、锦北街道中心

幼儿园项目，总投资 1.87 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0.5 亿元。基础设施

类项目两个，分别为杭临城际铁

路广场站地块开发项目、杭临城

际铁路青山湖站轨道交通配套综

合体工程，总投资 11.9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1.62 亿元。现代服务

业类项目 1 个，为临安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 （农村商业银行） 营业

大楼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0.4 亿元。

总投资 26.95 亿

我区6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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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凯华 摄

在区政协委员、浙西大峡谷景

区负责人潘青青看来，自临安撤市

设区一年来，临安旅游尤其是生态

景区旅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

部意识都在发生变化，面对当下和

未来，只有变革才能更好地顺应时

代发展的需要。

潘青青坦言，作为最年轻的杭

州第十区，临安的旅游产品和旅游

景区，未来怎样融杭发展，或者说

怎样和杭州其他的区县市旅游产

品进行竞争和合作，融入到前列

去，是这几年中临安旅游人需要进

行自我思考和努力的。作为一名旅

游业从业人员，她要求自己，也希

望所有的临安旅游人，不忘初心，

好好地打造我们临安的生态景区

和旅游产品。

对于这一年的旅游发展，潘青

青感受到的是变化大。去年，政府在

全域景区化的导向下开始打造村落

景区，这让潘青青进一步意识到，如

果生态景区的发展再不变革，就有

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潘青青说，很

多旅游从业者顺应发展趋势，开始

作自我升级调整，政府也在积极辅

导旅游业转型升级，帮助进行资源

整合，包括对接一些大资本。今年 9
月 5 日，北京东方园林公司并购浙

西大峡谷景区完成，潘青青认为，这

就是变革，这样的模式是符合浙西

大峡谷景区转型升级实际需要的。

对临安这十几年的旅游业发

展，潘青青有清醒的认识。她认为，

这个发展过程中，有过辉煌，也有过

低谷期，但无论处在怎样的阶段，临

安的旅游人都抱着美好的初心持续

在努力，因为大家都从心底认可临

安的生态资源。旅游人自有旅游人

的品质追求，真正的旅游人一定愿

意沉下心积极面对变革。临安的旅

游人，一直在坚守中以开放的姿态

改变自己，去适应并期待引领旅游

市场。

四年前，浙西大峡谷景区公司

与景区范围内的龙岗镇相见村，签

了整村开发协议，依照当地资源禀

赋开始建设、经营民宿“云相见”，

后来还开办了“相见茶舍”。现在，

“云相见”已经成为网红民宿。潘青

青说，从建设经营“云相见”开始，

到举办茶评会、山核桃宴会以及民

俗文化体验活动，作为一名旅游

人，不只是想卖几间房间，更是想

和村民共同挖掘乡村的美和价值，

以民宿作为一个窗口，展示相见村

甚至整个浙西片农村的一种生活

场景，希望通过小小的努力带动老

百姓有一条正向的致富道路。

对于村落景区建设，潘青青认

为，打造好了大环境，提升了硬件

配套设施，对于民宿和生态景区发

展，都会起到大作用。旅游行业的

市场行为，如果能够更好地在政府

引导下同向而行，将会激发出新的

强大力量，取得更好效果。所以，村

落景区的建设，不仅能提升村庄环

境、增加村庄收益，也一定能够促

发临安景区的协同，共同向着新的

旅游事业高峰去攀登。

面对未来发展，潘青青说，临

安成为杭州第十区之后，社会经济

各项事业都在稳步推进，临安的旅

游业也已经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自己和旅游业同仁们充满着信心

和期待；作为一名家乡的旅游人，

既因融杭发展而自豪，也愿意持续

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为家乡的建设

添砖加瓦。 记者 王建辉

在变革中向着新的旅游事业高峰去攀登
———访区政协委员、浙西大峡谷景区负责人潘青青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18 日，区假日办牵头

召开假日旅游安全工作部署会，部

署中秋、国庆期间旅游市场秩序联

合检查工作，区假日办将联合相关

部门对我区景区（点）、家旅行社（门

市部）、星级宾馆以及农家乐、民宿

进行综合检查。

目前，我区有景区（点）26 家，

涉及区间车的有 8 家，索道景区 3
家，滑道景区 6 家，溜索景区 4 家，

索桥景区 5 家，漂流游船景区 10
家、攀岩及游乐项目景区 5 家。旅行

社（门市部）22 家，今年以来，旅行

社地接人数超过 10 万人次，创历史

新高。

根据安排，区假日旅游工作领

导小组将分组、分区域开展检查，重

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法》、《浙江省

旅游条例》等文件执行情况和安全

生产责任制度落实情况；景区（点）

特种设备和景区交通安全防护等情

况，以及旅行社规范用车、旅游合

同、保险情况等。

“随着自驾游、驴友的数量猛

增，不可预见的情况也逐渐增多。”

据区假日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5 年至 2017 年国庆期间的接待

量来看，我区每年游客接待量均在

40 万人次以上，且自驾游比例逐年

上升，交通压力随之增大。“要通过

联合检查，提高旅游企业及相关部

门的旅游安全责任意识，提前完善

应急预案，督促旅游企业及时做好

整改，全力备战假日旅游，努力实现

旅游安全、质量、秩序、效益四统一

目标。”

联合检查
保障假期旅游市场秩序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王良慧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规划临安

分局获悉，临安分区规划草案已经

出炉，新临安“蓝图”基本敲定，对于

临安的广大老百姓来说，居住、商

业、学校、医院、交通等方面都会有

不少值得期待的远景。

据悉，为落实国务院对杭州总

规批复新要求，提升临安区域新价

值，达成新时期战略引领新共识，描

绘远期发展新蓝图，去年起，杭州市

规划局、临安区人民政府组织开展

了《杭州市临安分区规划》的编制工

作，杭州市规划局临安分局负责具

体事务。分区规划目前已通过市、区

两级部门专家审查，并于 8 月中下

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现场等多

种渠道征求公众意见。根据收集到

的意见，规划临安分局也进行了充

分采纳吸收，对分区规划再进行了

修改完善。

据规划临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分区规划提出临安区的目标定

位为“杭徽魅力门户、生态科创长

廊、国际湖城都心、城乡共美新区”。

今后临安将依托杭徽高速公路、杭

临绩高铁等“承东启西”的区域价

值，以及生态、创新、人文优势，把临

安打造成为浙皖间的魅力门户，提

升临安发展能级，成为杭州“独特韵

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重要组

成。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杭州市

临安分区规划（2017-2020）》分解落

实了《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
2020 年)》(2016 年修订) 的相关要

求，在全区长远发展战略指导下，充

分结合临安区新时代发展诉求和公

众意愿，聚焦近期行动计划，描绘未

来发展新蓝图，指导城乡有序建设，

为新一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

提供思路和建议。

（临安分区规划详见本报七版）

规划草案出炉
新临安“蓝图”敲定

本报讯（记者 王建辉）昨日，15 名杭州市市民代

表来临考察我区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四次全体（扩大）

会议部署的拥江发展、三化融合、文化兴盛、改革攻坚、

民生福祉和强基固本“六大行动”情况。区委副书记、区

长骆安全，副区长陈立群陪同考察。

在青山湖科技城狮山公园游客接待中心，考察团

实地体验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成果，并观看展板，听取科

技城产业发展、创新驱动、配套建设情况介绍。在苕溪

南街一标段施工现场，考察团查看正在改造的苕溪南

街工程推进情况，并通过展板了解我区城中村改造总

体情况和城区道路综合改造、安置房建设等情况。随

后，考察团一行到河桥镇实地了解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效果，体验当地民俗风情。

骆安全在与考察团现场交流时介绍了临安有关情

况，他说，临安生态环境优美、产业特色鲜明、文化底蕴

深厚。近年来，临安在“城市国际化、产业现代化、全域

景区化”引领下，青山湖科技城建设日新月异，发展潜

力巨大，前景令人期待；建设现代化的新城区、功能完

善的老城区，建新城、改老城、补短板，提升市民获得感

和幸福感；实施乡村振兴行动，建设景区村庄、发展美

丽农业、打造美丽公路，让村民过上更美好生活。

骆安全说，希望市民代表们进一步走进临安、感受

临安、了解临安，持续关心临安建设，为临安发展提出

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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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晒“黄金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