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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陪跑代办暖了老人的心窝
鲐背老人手书感谢信点赞住建窗口服务
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近日，
区住建局行政审
批科收到了来自一位 94 岁高龄老
人手书的感谢信，对服务窗口执政
为民、热情服务的态度进行书面表
扬。
“写这封信主要是为了表达我对
老
住建局窗口郑燕燕同志的感谢。”
人这样说道。
原来，当天老人独自一人来住
建窗口办理业务，正当老人有些不
知所措时，区住建局行政审批科工
作人员郑燕燕见状主动上前询问情
况。暖暖的抚慰，
贴心的话语，
在短
短的时间内，
给老人以心理安慰。在

业务办理过程中，郑燕燕服务态度
诚恳，一遍又一遍耐心地为老人重
复讲解，
语气自始至终礼貌谦和，
没
有出现一丁点烦躁情绪。在郑燕燕
的全程陪同办理下，老人最终以最
快的速度办理了相关业务。
还一个人
“阿姨年纪这么大了，
来窗口办事情，
作为窗口办事人员，
郑燕燕说
更应该耐心的为她服务。”
这是她应该做的。郑燕燕这种热情
尽责的服务态度让老人心里深受感
动，老人在感谢信上动情地写道：
郑燕燕
“今日您给我做了一件好事，
耐心帮助我，
我内心感谢！祝您好人
一生平安！”

本报讯 近日，由我区选送的
黄高根书法作品在杭州市退管中
心组织举办的“翰墨丹青颂改革，
光影华彩耀中华”杭州市企业退休
人员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
摄影比赛活动中喜获书法类一等
奖。

前期经广泛动员，我区共有 18
个镇街报送书法类作品 60 件，绘
画类作品 50 件，摄影 类作品 30
件，共计 140 件。有关专家进行多
次挑选，最终上报书法、绘画、摄影
各 10 件优秀作品到杭州市参加评
选。
本月，杭州市专家对 16 家退
管单位选送的 490 件参赛作品进

吃货盛会：

据悉，区住建局承担企业和群
众办事事项 56 项，年办件量约 2 万
余件，该局始终以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着力点，
通过优化办事流程、
加强
上门服务等多举措提升服务效能。
“我们建立了靠前服务机制，实施复
区住建局行政审
杂事项即办机制。”
批科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区住建
商品房预售、
竣
局承担施工许可证、
工验收备案等复杂事项，为加快审
批速度，
积极优化审批机制，在项目
拿地后第一时间与业主单位联系，
沟通指导后续审批手续办理，原本
需 5 个工作日以上的事项，均实现
了复杂事项
“不过夜审批”
。

该局同时还优化办理流程，办
事流程更加畅通。自审批事项集中到
一个科室办理后，
优化完成施工许可
证办件资料，合并办理施工许可证、
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合并办理竣工验
收备案、
档案移交、
档案预验收；
大胆
推行施工现场业主对满足条件声明
变为加强“事中
制度，
把
“事前把关”
提
事后”
监管，
压缩项目审批的时间，
高审批的速度。
“我们还优化服务措
据悉，
区住
施，
让办事群众更顺畅。”
建局还开通 24 小时房产查档功能，
为杭州市限购范围外首个开通该项
功能的区县市，
所有个人办事事项全
部实现即办，
且回访满意度为 100%。

行评选，我区硕果累累，锦城街
道兰岭社区黄高根的书法作品
《董香光论书》 喜获一等奖；锦城
街道锦桥社区蒋志湘的书法作品
《岳飞池州翠微亭》 获三等奖；於
潜镇陈和生的书法作品 《曹操观
沧海》、锦北街道马溪社区孟培华
的书法作品 《六盘山、清平乐-毛
泽东词一首》、锦北街道马溪社区

吕银林的书法作品 《十三届全国
人大召开感怀》 获优秀奖。锦北
街道西墅社区胡跃庭绘画作品
《临安天目景 满山原始林》、於潜
镇周 之 秀绘 画 作品 《国 画 山 水》
获优秀奖。锦北街道马溪社区许
尚勤摄影作品 《护与送》、锦城街
道武肃里社区徐月芳摄影作品《养
鸡大户》获优秀奖。

越秀老北京文化庙会温暖来袭
近日，越秀西海岸老北京文
化庙会美食狂欢盛会在青山湖科
技城越秀星汇城举行。
狂欢节现场不仅有民间杂技
和铜人等表演，还融入了民俗绝
活、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年
画等，群众享受了一场缤纷的狂
欢盛宴。
记者 陈伋 摄

“抢购”
大学生种的蔬菜吸引老师
浙江农林大学引导涉农专业学生耕作增强支农爱农情怀
通迅员 陈胜伟
本报讯“瞧一瞧，看一看，我
们农学院学生自己种的有机蔬菜，
定价合理，健康无污染，味道绝对
比市场上的好！”
“我们种的萝卜、菠菜，种子是
老师选育出来的最好的品种，施的
是用枯枝落叶加工的有机肥，浇的
是学校后山水库的山泉水。数量不
多，快来买啊。”
……
这两天，在浙江农林大学校园
农作园里，一场特殊的蔬菜博览会

正在举行。这里展示和出售的蔬
菜，全部是该校学生自己耕种的有
机蔬菜，不施化肥农药，有品质保
证，深受学校老师们喜爱。闻讯而
至的老师纷纷前来“抢购”，为了能
买到想要的蔬菜，有的老师甚至亲
自走到地垄里采收蔬菜。
到校园农作园种菜，是浙江农
林大学农学院低年级专业实习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院每个班级在校
园农作园承包了一块菜地，大家在
菜地里种植菠菜、小青菜、大白菜、
萝卜、香菜等近十个品种蔬菜。每
到蔬菜收获的季节，学生们就开始

区环保局查处一起非法倾倒固废案
通迅员 陈惠汾

“杭州市企业退休人员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书画摄影比赛”我区硕果累累
通讯员 叶群

垃圾不要随便倒，
否则代价有点大！

对外销售自己种植的蔬菜，也通过
种菜、卖菜，筹集班级开展活动的
班委费，这让为种菜付出辛勤劳动
的学生感到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
感。
早在 1958 年浙江农林大学建
校第一天开始，就将劳动课设置
为学生的必修课，学习使用各种
农具。随着时代变化，劳动课程
的形式也开始转变，转为参与校
园绿地管护等方式。近年来，学
校不仅要求全校学生参与校园绿
地管护、卫生清洁等各种劳动，
同时还组织同学参与挖番薯、割

水稻、收大豆、播种土豆、油菜
等劳动。
浙江农林大学离退 休的 徐老
师，已连续多年购买农学院学生
种植的蔬菜，她觉得买学生们种
植的蔬菜不仅吃着放心，同时也
是鼓励学生参与劳动，“我们当
年读书的时候，劳动也是必修课。
对于农学院的学生来说，菜园管
得好不好，菜种得好不好，可以
说是检验他们专业学习和实践的
重要方式。”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可以生
活化，也可以学习化，这是一种
很好的实践，也是一种亲近自然
的生活方式。根据师生们的反馈，
组织农学类专业学生在校园农作
园里种菜，目前看效果很好，下
一步将继续深化相关工作。”浙江
农林大学学工部副部长朱军说。

本报讯 近日，
区环境保护局查
处了一起非法倾倒固废案。一家从
事电热产品的新兴创业公司因涉嫌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定，被立案查
处，直接面临一万元到十万元的罚
款处罚。因为背负环保“污点”，该公
司将承担资金补助、银行贷款等诸
多限制，代价沉重。
青山湖边的一个拆迁点，离省
道有点远，附近村民开垦后用以种
菜。11 月初的一个傍晚，村民朱先
生跟往常一样到菜地，发现菜园边
多了一堆树脂板，因为担心对周边
环境有影响，朱先生拨打了环保投
诉电话。
属地青山湖环保所的执法人员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仔细查看了
周边环境和倾倒的废弃物，并开着
车沿周边道路查看了几番，因为地
处偏僻，小道沿路也没有监控设备，
案件一时一筹莫展。
几名年轻的执法人员爬上了固
废堆，
开始“手动”翻看树脂板，终于
在一块边角料中发现了“暖洋洋”字
样。执法人员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
移动执法设备，
搜索相关企业，从移
动端查找到的企业类型、原材料、产
品等，
初步锁定了涉事企业。
而另一边，高虹环保所的执法
人员在接到青山环保所电话后，连
夜对辖区一家从事电热产品生产加
工的杭州暖洋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突击检查，并对企业负责人、驾驶员
等开展问询调查，确定了该企业偷
倒一般固废的环境违法事实。
据悉，该公司在生产电热产品
过程中，会产生环氧树脂边角料，属
一般固体废物。企业和相关人员为
图便利，分 3 次将 3 吨左右的边角
料直接倒在了拆迁地块，想着“反正
不是危废”、
“地方偏远，倒了也没人
知道”
，殊不知，就是不起眼的一点
边角料，不守“规矩”也会让企业栽
个大跟头。目前，除了面临高额处
罚，涉事企业还被要求对场地进行
及时清理，清理的固废委托相关单
位进行处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
件对其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
用；
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
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
置措施。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违反
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
正，处以罚款： （二） 对暂时不利
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未
建设贮存的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
放，或者未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
的。”及第二款“有前款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
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不信邪道信正道，访调对接取成效（二）
同年 7 月 26 日下午，锦城街道
调委会主持第二次调解。这次，死者
方家属依然不理会调委会的劝告，
纠集了 20 余人到调委会，美其名曰
旁听，实质为伺机聚众闹事。死者家
属方认为，金某如果赔偿不了这么
多钱，就请其后面的老板出来谈赔
偿事宜。金某明确表示，死者皮某某
与自己本来就认识，是自己请来拆
卷闸门的，两个人合伙挣点小钱，不
存在身后有其他被雇佣关系。锦城
街道调委会认为双方当事人对适格
主体及事实认定上仍存在 较大差
异，建议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再进行
协商，
本次调解未成功。
7 月 27 日下午，锦城调委会组
织第三次调解。死者家属方又一次
纠集了 27 人来到调委会办公场所。
这一次，死者家属方聘请了一名律
师参加调解。该律师认为，死者皮某
某需按照城市居民死亡赔偿标准以
及工伤标准要求金某进行赔偿，赔
偿标的为 160 万，且金某为全责。金
某表示自己的经济条件加上东拼西
凑只能赔偿 30 万。锦城街道调委会
通过做双方当事人工作后，死者家
属方认为 112 万是最低赔偿底线，
但金某表示最多只能拿出 40 万，因
双方赔偿数额差距太大，此次调解
未能成功，死者家属方明确表示协
调不成将通过司法途径，但其不愿
接收终止调解告知书。
7 月 28 日至 29 日，金某妻子

病情出现危机急送杭州进行医疗，
金某需要在杭州照顾妻子，调解工
作便暂时搁浅。通过三次调解，锦城
调委会发现死者方来人均众多，且
有滋事闹事倾向。根据签到册，许多
人均出现不同户籍，
经调查，竟是死
者家属聘请的在临安务工的外来人
员。锦城调委会第一时间将这一信
息上报给省、市、区信访局，明示有
信访升级的倾向。
果不其然，7 月 30 日，死者家
属方二十余人到临安区信访局进行
信访，反映街道不作为、办事进展缓
慢等问题。当日下午，街道再次组织
双方进行调解，死者方家属不顾调
集聚 20 余人在调委会办
委会反对，
公场所参加调解。由于死者家属方
坚持赔偿标的不让，双方差距依然
较大，
最终调解失败。
为了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赔偿
条件，死者家属方遂于 7 月 31 日下
午、
8 月 3 日上午二次分别到杭州
市信访局进行信访，信访访原因为
皮某某受雇佣在锦城街道某村拆旧
卷闸门不慎摔落死亡，得不到全责
赔偿，要求及时解决，于是就出现了
文章开头的信访事宜。
（待续）
（杭州市临安区司法局锦城司
法所 何晓琳）

众望所归 | 状元府·九卿一墅倾城华美绽放
建筑，沉淀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步伐，细数着
千载人文的流传演变，最终返璞于真，归心本
源。如新中式风格，兼备传统中式的精髓与现代
化的审美，精雕细琢当下生活，以匠心，至永恒。
通策·状元府，传承新中式建筑精髓，以实
力，至臻品，精心打造一席席珍藏的传世别墅。
状元府一期二期均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屡
开屡罄、一墅难求的盛况曾缔造墅居辉煌。如
今，秉持匠心，通策携状元府三期升级钜作——
—
九卿荣耀归来，风骨再继，载誉入室，共续世家
名望。
脉承素有“十八进士”之名的集贤村之文
脉，状元 府·九卿 择址于国家森林公 园 之 精
髓——
—西径山景区以南，双林湖以北，拥揽约
16500 亩森林资源与近 40 亩天然水系，绿意葱
嵘山水环绕。同时，九卿毗邻城市主干道农林大
路与杭临轻轨（规划中），直接拉近项目与市中
心、杭州的距离。多维出行，静谧山居与城市繁
华与共。

滨湖别墅效果图

叠加别墅效果图

作为通策·状元府的品质跃级之作，九卿位于状元
府优渥位置，且地块建筑形态呈南北向退台式布局，为
杭城稀有的户户面湖之作，雨天闻瀑布，晴空瞰湖景的
墅居理想，在这里都可以实现。

VIP 专席 6111 0666

在内部的布局上，九卿更以私密院落、雍容尺度等
匠心之作，为每一段人生进阶。融合中式的古朴典雅及
法式的高端大气，九卿真正实现了当下墅居追求的户户
有花园，一席墅院，东方意境尽现。

地址：农林大路 2449 号

入户大门效果图

状雅杭城风华启，元蕴风雅一墅开，府观天下全城
觐，
12 月 9 日，状元府·九卿盛大开盘，建筑面积约 200260㎡叠加别墅，华美绽放！恭迎全城品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