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日上午，锦北街道民主社区联合共建单位区总工会、

区科协开展7月“城市党建日”活动。活动主要有爱心义诊、

综合宣传服务等，受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叶存田 记者 金凯华 摄

爱心义诊暖民心

杭州市临安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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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中心建设初露新姿

通讯员 吴军

本报讯 今年，区卫生监督所被省卫健委指定为全省

卫生健康“互联网 +”实训基地之一。日前，为期一周的浙

江省卫生健康“互联网 + 执法”实训在我区举办，来自全

省 11个地市的 34名卫生健康执法骨干参加。

“互联网 + 执法”实训打破了以往监督执法格式化、

套路化的惯性思维和行动上的路径依赖。省卫生健康“互

联网 +”实训基地，主要是运用大数据分析、物联网技术、

智能化手段进行执法探索的推广基地，被省卫健委誉为

落实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手段的卫生

监督领域的“黄埔军校”。我省开展卫生健康“云上监管”

的实训是全国首创。

我区实训基地率先将全省“互联网 + 执法”的成功经

验作为教材，充分运用浙江省尖端最前沿的智能化执法

手段，包括医疗废物远程监控、饮用水水质在线监测、学

校卫生自查数据分析、口腔器械消毒智能监控等，依托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数字卫监平

台，破解卫生监管难题，开启“线上监管”与“线下执法”互

动的精准执法，专门培养一批政治坚定、作风硬朗、善于

动脑、敢于创新的卫生健康执法业务骨干，不断提升执法

成效，更好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浙江卫生健康“云上监管”实训 全国首创

卫生健康“互联网+执法”实训
进入“临安模式”

记者 朱艳 实习生 张蔚斐

本报讯 10 日，我区召开防汛防台

预案视频推演暨第四期安全隐患暗访交

办会。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俞琳波，副

区长楼秀华、王忠敏，区人武部长张春参

加会议。

会议结合实战演练对区级防汛防台

预案进行视频推演，并视频曝光第四期

安全生产重点隐患；区安委办通报暗访

督办和半年度应急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

情况。

自去年 9 月份以来，区安委办已开

展 4 期隐患暗访，共交办隐患整改单位

209家，查处各类隐患 872处。本期隐患

暗访聚焦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消防安全

等重点领域，并着重加强对涉及危险化

学品企业的重点暗访。

会议要求，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

根弦。目前，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基础依旧

薄弱，仍需要加大隐患排查和整改的力

度。要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整改督办闭环

机制。各镇街部门要认真整改问题、加大

执法力度、拓展曝光内容，确保全区安全

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要持续完善应急管

理体系建设。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优化

指挥体系、提升专业指导，加快健全应急

管理体系。要持续加强重点领域重点时

段安全防范。各镇街部门要结合自身实

际聚焦重点领域重点时段，补齐短板，将

各项举措严格落实到位。

全区防汛防台预案视频推演暨第四期安全隐患暗访交办会要求

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通讯员 郑涛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全区工会组织围

绕“固本强基、争创一流”工作总目标，按

照“抓重点、顾一般，积小胜、集大成”的

工作思路，开展“大培训、大普惠、大组

建”工作，深化百家示范企业工会创建、

“百千万”劳动竞赛、“三大职工”工程。区

总工会干部下基层开展服务 380 人次，

服务企业 320 家次，区、镇两级工会开

展主题活动 60余项，举办大小活动 350

余场，惠及职工超 10 万人次，彰显了工

会组织的凝聚力、服务力和战斗力。

按照“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今年

在全区工会全面开展大培训、大课堂计

划。以深入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会业务知识为

重点，组织开展区、镇街（产业、局）、企业

三级工会干部轮训和职工万人培训行

动，加强对工会干部和企业职工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 已举办工会

主席、财务经审、工会劳动法律工作等培

训班 12 期，培训人员 1500 余人。区总

工会干部和工会“三送”服务讲师团下到

镇街、产业（局）和企业培训 80 余人次，

培训人员 6000 人次，使各级工会干部

和职工的能力和素质得到了一次系统的

强化和提升，为开展好工会工作打实基

础。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园艺、厨

艺、茶艺进文化礼堂”活动，培育农村实

用型技能人才。

聚焦工会主责主业，开展服务职工

的维权帮扶、比武竞赛、关心关爱、文体

活动等工作。今年以来，区工会组织推进

“健康职工、快乐职工、幸福职工”三大系

统工程，进一步加大工会关爱服务的力

度，强化一线导向，深入基层开展“百千

万”职工劳动竞赛、一线职工免费体检、

免费疗休养、工会志愿服务、大龄青年交

友、送戏下基层等工会活动，扩大活动的

受益面，提升一线职工的获得感。依托

“智慧工会”建设，开展工会大普惠行动，

全面推进“互联网 +”工会服务。区总工

会联合社会商家，推出了外来职工免票

游大明山景区，超市工会会员通道，女职

工妈妈特惠礼包，工会会员超低价看电

影、洗车、买生日蛋糕等普惠措施，让职

工通过工会电子会员卡得到更多实惠，

惠及工会会员已超过 2万人次。

坚持党建带工建，深化固本强基工

程，激发基层活力，夯实基层基础。区总

工会以工会组建“百日攻坚”行动为抓

手，扎实开展走访摸排、建会指导、集中

入会工作，组织了“科技城组建月”“两新

工会组建月”“百人以上未建会清零”等

攻坚行动，新建工会组织 214 家，发展

会员近 1.2 万人。深化“智慧工会”建设，

建立工会组织“一张网”，企业工会单独

建账 1500 余个，已实名入库的工会会

员达 13 万余人，实现了线上线下同步

建会。深化百家示范企业工会创建，以

30 家规模企业为重点，全面开展换届指

导、业务培训和财务交叉检查工作，从工

会组织架构、工会财务管理、阵地建设和

工会活动等方面对企业工会建设予以指

导，同步开展“五有职工之家”创建，大力

推进基层工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完

善工会经费项目化补助办法，将更多的

资源放在基层，建立企业（行业）培训互

助共同体，引导企业工会积极承办技能

比武、职工培训、企业年会、趣味运动会

等，让基层工会活起来、动起来。

下阶段，全区工会组织将咬定目标

不放松，抓落实、抓亮点、抓改革，推动临

安工会工作创一流、走前列。以提升职工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为要求，

落实好工会为职工办实事、办好事项目，

全面开展好各项工作，打造临安工会工

作的新亮点。以改革为动力，树立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按照“眼睛向下、脚步向

下、重心向下”的工作要求，建立健全“三

级联动、两级考核、项目化管理”工作机

制，不断发挥基层工会的作用，激发基层

活力。

聚焦基层一线 激发基层活力

列入我区 2018 年政府重点工程项目、位于科技大道与新横线交叉地块的青山湖科技城国际商务中心，总用地面积 106.5 亩，总建筑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建筑
面积约 25万平方米，二期建筑面积 9万平方米。目前，一号楼（市民中心）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及电梯安装工作，二号楼（档案馆）进行六层顶板结构施工，四号楼西楼进行五层
顶板结构施工；东楼进行五层顶板结构施工；裙房进行四层顶板结构施工。 记者 金凯华 摄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各就各位，预备，跑！”10日上午 9 时，随着

发令员的哨声，第一组 16 名男民警迅速迈开步伐，向终

点冲去。这是在我区青山湖绿道举行全市公安系统警察

运动会武装越野比赛的一个场景。

据了解，全市公安系统有 41 支代表队、146 名男女

运动员参赛。这是我区公安分局首次承办公安系统武装

越野比赛。

本次越野赛从曼陀花园西门到青山湖望湖公园，全

程 3公里。运动员们需要扛着 3公斤重的仿真枪跑完全

程。

雨后的早晨略有凉意，赛场气氛却十分火热。冲在了

小组第一位的我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许凯告诉记者，得

知要开展警察运动会后，分局就组织大家训练。通过训练

与比赛，能够提振公安队伍争先进的信心和士气，这种态

度，将伴随队伍成员更好地去工作。

曾经 6 年前在青山湖参加过外训、现就职于拱墅区

派出所的梁羿说，“这次来感觉（临安）变化很大，跟我记

忆中的临安已经不一样了，一路跑过来，绿道特别美，空

气也特别好。只觉得 3 公里的赛程太短了，不过瘾。”梁羿

说，青山湖绿道这么美，体验感非常好，有机会一定多到

临安来走走。

市公安局教育训练处副处长邱跃坤表示，“武装越野

比赛，是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形式，也是打造活力战

队的需要。临安风景秀丽，有延绵几十公里的绿道。这次

选择青山湖绿道，选择 3公里武装越野，将警务技能与运

动结合起来。接下来，将会考虑采取更丰富的活动形式，

积极提升民警的身体素质，活跃警营文化氛围，让整个队

伍更有活力。”

“最美赛道”迎来“最可爱的人”
市公安系统警察运动会武装越野比赛在临举行

由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设立的杭州华立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智能仪
表和智能电子产品。该公司
广泛采用智能化工艺，建立
了全自动物流、信息化等系
统，年生产能力达到 1000
万台各类电能表等产品。产
品设计的数字化率达到
100%，关键加工工序数控
化率达到 85%，被列为工信
部首批智能制造示范项目。

记者 陈伋 摄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胡静雅

本报讯 日前，全区建筑施工精细化

管理现场观摩会暨第三季度安全生产例

会在位于青山湖街道的城际铁路科技城

站公共配套项目工地举行。

今年以来，我区创新实施建筑工地

星级化管理，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精细化管理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在各部门通力协作，各企业积极作为下，

全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水平显

著提升，打造了一批工作亮点、品质工

程。据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阶段我区建筑工地精细化管理工作总体

目标是：严格对照建筑市场行为规范化、

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行为精细

化、工程实体质量控制精细化、场容场貌

管理精细化的“四化”目标，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从严推进建筑工地星级化

管理，全面提升建筑工地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水平，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

生，努力保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可控，推动质量工程高质量发展，持续

改善施工现场环境，力争四星级建筑工

地占比 30%以上，

现场观摩会充分肯定了我区建筑工

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精细化管理工作取

得的成效，同时要求聚焦问题、精准发

力，全力推动我区建筑工地精细化管理

工作迈上新台阶，重点推进质量安全检

查、规范建筑市场、文明施工、监理市场、

问题整治、民工工资拖欠清零和人员素

质提升等七个专项整治行动。

在当天的观摩会上，与会人员还观

摩了精细化建筑工地现场。

我区召开建筑施工精细化管理现场观摩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