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虹镇活山村岭上站点污水终端改造，是该镇今年农

村生活污水终端改造的 7个行政村、47个污水处理终端改
造之一。该村污水终端设计结合正在创建的现代化美丽乡

村建设，把湿地融入节点公园，形成了花园式终端。图为活

山村通过改造后的污水终端的节点公园。

通讯员 许雪珍 摄

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占威娜

本报讯 日前，区人力社保局有关负责人为杭叉集团

有限公司和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大学生见(实)习基地

授牌，拉开了我区首批大学生见（实）习基地认定授牌的

序幕。

据悉，今年 5 月，我区开展了 2020 年度临安区第一

批见（实）习基地申报工作。经有关部门对申报企业进行

实地走访、审批和公示后，包括杭叉集团、西子电梯、哈尔

斯实业、新剑机器人、美格机械、利珀科技、万晟药业、鑫

富科技等 16家企业被认定为首批大学生见（实）习基地。

“见习基地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个人成长的平台，也

能为我们企业带来更多的人才储备机会。”杭叉集团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徐瑜告诉记者，目前已经有 30余名

大专实习生、90余名本科以上学历的见习生在基地接受

业务技术培训。“培训后，经公司考核通过即可正式上

岗。”

近年来，我区出台了《关于临安区打造人才高地的若

干意见》和《关于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及相

关细则，为大学生来临创新就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

其中，大学生见（实）习基地建设是一项重要举措。区人力

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将继续大力推进大学生见

（实）习基地认定工作，出台大学生创业就业补贴政策，吸

引更多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临创新就业，为临安经济发

展不断“加码”“提速”。

首批大学生见（实）习基地授牌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杭州市临安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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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汤君芳 见习记者 楼

宇）昨日，区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山核桃林

地生态治理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文

钢，副主任俞琳波、钱铮、童彩亮、吴云海，

区人大办及各工委主任、副主任，部分区人

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王栋及相关部门、

产区镇负责人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首先来到岛石镇黄川村，

实地视察了山核桃林地生态治理项目，了

解项目概况和治理成效。随后召开汇报

会，听取区农业农村局关于山核桃林地生

态治理工作情况汇报。

视察组认为，开展山核桃林地生态治

理，是我区灾后恢复重建的五大硬仗之

一，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

下，区农业农村局及时成立工作推进专

班，开展生态治理全方位的服务指导，各

部门和产区镇各司其职，密切协作，全区

山核桃林地生态治理工作开局良好，成效

初显。

视察组要求，要坚定目标任务。要紧

紧围绕山核桃林地生态治理目标任务，进

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做好控新和减量

工作；要牢牢抓住“退果还林、生态经

营、机制改革”三大工程，量化退果还

林，高质量高标准开展生态化经营，项目

化推进机制改革，全面实施山核桃林地生

态治理工作。要坚决落实举措。既要正向

政策激励，保障资金投入，又要负面清单

整治，刚性执行“八个一律”，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要讲究方式方法，把有限的财政资金

用到刀刃上，充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切实推进山核桃林地生态治理工作。要坚

持用力见效。要防反复，坚定不移地做好

山核桃林地生态治理工作，动员、组织、

引导农户成为自觉的行动；要多探索，积

极推动山核桃产业经营机制改革，推进规

模经营，引进项目，擦亮品牌，实现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各相关部门要始终与区

委区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合心合力做好山

核桃林地生态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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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实施 3 大区块拆迁；全力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扩面提质，融入未来社区

理念，提升物业管理水平，力争年底前完

成 100 万平方米改造任务，实现核心区

老旧小区改造全覆盖；高效整治景杉路

等一批脏乱堵道路，大力推进城区道路

“白改黑”，力争年底前完成续建新建道

路 30 条。

———摘自全委会报告

城市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平

台、主载体，具有提纲挈领、牵一发动

全身的关键作用。2020 年，我区在大

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基础上，将持续

从“拆改建”等方面发力，建设美丽幸

福新临安。

一组数据可以见证临安旧城换新颜

的变化：2017 年至今，全区城改拆迁

77 个区块，10229 户，361.4 万平方

米，盘活土地 14766.23 亩。比数据更

有温度的，是成千上万的临安人居住条

件的提升。

“今年，青山湖科技城案山区块、

杨家渡区块和青山中学南区块已启动征

迁工作。”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下一步，将继续对全区进行通盘研

究，有序启动城市征迁工作，为城市建

设拉大框架。

与很多城市的旧城改造一样，临安

扮靓城市的故事，也是从道路开始。钱

王街、城中街、苕溪南北街、科技大道

……随着一条条道路的改造整治提升，

越来越便捷的城市交通网络，为临安的

城市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持

续推动城市道路建设方面，计划今年续

建新建道路 30 条，使得临安城区路网

结构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系统日臻完

善。”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将

高效整治景杉路等一批脏乱堵道路，大

力推进城区道路“白改黑”，30 条道路

中续建 22 条，新建 8 条，其中包括打

通城市“断头路”6条。

今年，我区还将继续大力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工作，今年计划实施 100 万

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工程，包括锦

城街道一号区块、二号区块、三号区

块、四号区块和锦北街道碧桂苑小区。

目前，锦城街道一二三号区块已进场施

工，锦北街道碧桂苑小区计划 8月初进

场施工，锦城街道四号区块已完成设计

招标，年底前改造完成。在确保今年老

旧小区改造进度和品质的同时，我区还

将积极启动锦城街道五至八区块的调查

摸底、改造意愿征集工作，为后续老旧

小区改造打下扎实基础。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确保完成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的同时，在健全长效

管理、构建科学评价等方面做好重点创

新。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不仅要

起草 《临安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项

目现场管理导则》，同时还会制订下发

《临安区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领

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执法进居民小区的

通知》。区住建局将积极构建科学评价

体系，引进第三方单位，从过程评估、

安全评价、项目绩效评价、居民满意度

评价等四大维度建立工作评价体系。

与此同时，我区还将创新“电梯公

交”模式，积极探索引入第三方资本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引入电梯公司“电梯

公交”加装模式，即由电梯公司负责出

资完成电梯加装，并承担电梯维修费

用，同时获得加装电梯 20 年有条件经

营权，居民乘坐电梯按次收费，以此进

一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记者 汤君芳 见习记者 楼宇

城市提质让临安老城区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区商务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全区自营进出口总额

85.38 亿元，其中自营出口 60.70 亿元，

自营出口同比上升 4.46%。这表明我区

外贸逆势上扬。

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

区外贸进出口一度遭受“寒流”。面对复

杂严峻的形势，我区外贸如何顶住压力，

实现稳中有进、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疫情相关产品

出口快速增长，医药化工、无纺布产品分

别同比增长 51.37%、24.87%。机电产

品、农产品加工出口分别增长 32.20%、

59.70%。其中，大型企业的拉动作用特

别明显。如鑫富科技、可靠护理、福斯特

分别借助生物制药、护理用品和用于太

阳能发电的 EVA 胶膜“站稳脚跟”，分

别同比增长 94%、66.0%、26.4%，增幅较

大。“这些企业就拉动了全区出口额增长

近 10%。”区商务局对外经贸科负责人

分析，大企业应对疫情时，能够以不变应

万变，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方向，勇

抗风险。

“也可以看出，生物医药、新能源以

及电子类等新兴产业在此次疫情中表现

突出。”该负责人说，反观传统产业，则遭

遇了发展瓶颈期。这也给更多企业一个

信号，要不断提升技术改造，加速产品的

转型升级。

此外，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我区优

化服务，加大扶持政策，仅外贸扶持资金

就增加近 1500 万元，帮助企业应对出

口风险、海外拓市、境外投资、产业转型

等。主动与海关对接，申请提高企业出口

退税额度,其中装饰纸行业，产品出口从

零退税提升到 13%的退税，预计全年为

行业企业增加退税额 9000 余万元。还

与中信保合作，信保费率降低 30%，参

保覆盖面从 44%扩大到 67%，增设出运

前风险保障险种，降低清关接货和收汇

风险，服务保障企业 180 家，协助解决

涉外事件 35 起。首个公共保税仓的投

入运营也为进出口企业降低了运营成

本。

“当前，境外疫情蔓延，境内外展会

全面取消，新兴市场开拓和新客户接单

受影响。”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围绕三季度货物出口同比增幅 3%以

上、全年货物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

0.073%不降的目标，推广数字展会（“云

参展”）模式，持续推进省网上交易会参

展，借助海外资源帮助企业对接海外客

户，开展出口转内销和跨境电商产销对

接等系列活动。

实现外贸经济逆势上扬有“秘诀” 高虹镇新添节点公园

记者 郑丽飞 见习记者 蒋玉红

本报讯 昨日上午，浙江自然博物院

科研团队和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

作人员一起将 100余尾仿生态人工繁育

的安吉小鲵放到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龙塘山区域。这是该区首次将仿生态人

工繁育的安吉小鲵放归野外。

在龙塘山一繁殖水坑处，工作人员

打开装有安吉小鲵的箱子，将 100 余尾

安吉小鲵放归自然。

据浙江自然博物馆科学研究部主任、

副研究员陈苍松介绍，安吉小鲵放归地海

拔1600余米，这片区域属于高山湿地，里

面有泥炭藓，符合安吉小鲵对栖息地的要

求，这次放归的安吉小鲵最早的种苗也是

在这片区域发现的，经过人工繁育。目前，

安吉小鲵种群数量不足600条，已濒临灭

绝。此次安吉小鲵的放归，对该种群的复

壮具有重大意义。

记者 汪林 吴忠民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村社换届督导

组来临调研村社组织换届工作。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市村社组织换届领导小

组副组长陈红英带队。

区领导吴洁静、陈伟民参加工作汇

报会。

我区村社组织换届前期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目前实现“一肩挑”合适人选比

例、党员群众知晓率稳步提升，选情复杂

村、矛盾纠纷信访积案稳步下降，特别是

作为试点的昌化镇已经高质量完成村党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村委会换届工作也

在有序推进中。

在充分肯定我区村社换届工作后，

督导组认为，临安区各级领导重视，宣传

氛围浓厚，工作落实有力、推进有序，试

点工作为面上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

督导组指出，要强化“窗口意识”和

责任担当，有力有序推进村社组织换届

工作，奋力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为创

造村社换届的杭州经验作出临安贡献。

督导组要求，要压实责任，抓实选举

前准备工作，抓深政策研究，抓细谋划部

署，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要确保质

量，优化人选、配强班子，夯实基层基础，

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确保村社换届后高

质量运行。要积极稳妥，坚持程序到位、

组织有力、氛围浓厚，结合实际把牢舆论

引导关，最大限度凝聚思想共识。要协同

作战，加强上下联动、同频共振，做到横

向协同、密切配合，确保选得出、选得好、

选得稳，为临安发展注入新活力。

市村社换届督导组来临调研

百尾人工繁育安吉小鲵首次放归清凉峰

安吉小鲵，隶属两栖纲有尾目小鲵科小鲵属，全球

仅在清凉峰和安吉龙王山有分布记录，是我国特有种。

2012 年，在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安吉小

鲵卵胶囊，同年获得成年个体，证实保护区内分布一定

种群数量的安吉小鲵。

小知识

荨工作人员将人工繁育的安吉小鲵在清凉峰龙塘山保

护区放生 记者 陈伋 摄

被放生的安吉小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