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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地即介入

临安发布

最临安

报件即办结

我区发出全市首张在“亲清在线”
平台办结的图审后置类型施工许可证
最多跑一次 办事 临 距离
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朱周链
本报讯 日前，
位于太湖源镇的杭州
佳思可玲科技有限公司，
当天报件，当天
就欣喜地拿到了在“亲清在线”
平台办结
的图审后置类施工许可证。这也是全市
首张在“亲清在线”平台办结的图审后置
类型施工许可证。
今年以来，工业企业的建设工程项
目的审批迎来了重大改革，省、
市层面多

次下达改革政策，我区以最快的速度落
实 《关于做好工业企业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图审查改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落实
关于“亲清在线”
工业全流程审批模块平
台应用的通知等要求。新政策的落实和
新系统新平台的应用往往需要“磨合”
，
区住建局践行“三服务”
，
构建“拿地即介
入、报件即办结”的服务机制，顺利消除
障碍，尽心高效助力建设工程项目的审
批改革。

“我们构建了
‘拿地即介入、
报件即办
结’
的服务机制，高效助力建设工程项目
的审批改革。”
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尽快磨合新政策的落实和新系统新平
台的应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赴太湖源
镇，
对第一批落实改革新政策的五个工业
项目开展靠前服务，
让企业了解“亲清在
线”
审批平台应用、
工业项目图审后置、
基
础设施配套费承诺制办理三个方面的改
革细则，充分知晓改革的目标和具体措
施，
并针对企业在项目审批过程中遇到的
疑虑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
另外，
区住建局还组织相关镇、
街道

进行施工许可有关的政策宣贯和业务培
训，
及时向企业和群众传达了改革政策，
也为后续审批环节“扫清障碍”
。
“在项目报件当天，
由于新系统的应
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报件难度大，审
批窗口的工作人员一边对接上级部门和
平台技术人员解决问题，一边帮助企业
核验申报材料、指导申报流程，加班加
点，企业当天报件当天就顺利拿到了施
工证。”区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
无止境，接下来，将继续深入践行“三服
务”
，不断提升审查质量和效率，为企业
营造更加优良的发展环境。

区艺术展示中心正式上线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昨日，临安区艺术展示中
心正式开馆。区领导杨泽伟、李赛文、
陈伟民、鲁一成参加开馆仪式。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文艺文化工
作，
抢抓撤市设区融杭发展机遇，
着眼打
造文化高地，不断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
导和扶持，大力推动全区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区艺术展示中心的建成，
在提升市
民素质、
激发创新精神、增强文化自信、
增进文化交流等方面将发挥作用。
临安区艺术展示中心是杭州市“文
化兴盛”项目之一，坐落于博物馆西北
面 非 遗 馆 区 四 楼 ， 总 面 积 1995 平 方
米,总投资 600 万，集展览、创作、交
流、培训等功能为一体。该项目于
2019 年 7 月开始筹建，今年 9 月份竣

工。作为我区重要的文艺阵地，区艺术
展示中心为交流和展示美术作品提供了
崭新平台，更为传承、保护优秀传统文
化提供重要载体。
据介绍，区艺术展示中心内的展柜
按国家标准设计，采取恒温恒湿系统，
符合一些名贵作品的展出条件。今后，
区艺术展示中心将以“6+4”的模式举
办展览，即每年不少于 6 次中小型展

览，不少于 4 次大型展览，展陈作品包
括书画、摄影、根雕等。通过开展系列
公共服务，使区艺术展示中心成为大众
美育的“会客厅”，审美教育的“实验
室”
。
区艺术展示中心开放时间目前和区
博物馆保持一致，周一休馆，想要去接
受艺术熏陶的市民朋友不要跑空了。

青山湖科技城企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投用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昨日下午，
青山湖科技城企
业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投用，区委常委、
科
技城党工委书记蔡萌，
区委常委、
科技城
党工委委员袁智杰出席揭牌仪式。
青山湖科技城企业服务中心位于创
业广场北侧裙楼，主要承担商事集中办

理、项目高效建设、人才集中服务、公共
资源交易等四个方面工作，
按照“前台集
中统一受理、后台量化优化服务”思路，
突出“ 一窗受理，一窗办结”特色，高效
推进项目建设服务。据介绍，
科技城设立
企业服务中心的初心是为更好地服务落
户于科技城的众多企业，方便企业完成
各项审批工作，真正实现“办事不出城”

“最多跑一次”。
蔡萌就服务中心运行提出要求，企
业服务中心要全面梳理办事流程，在做
好与上级相关部门工作对接的同时，将
专项专员专班的
“三专服务”
机制落实到
位。要落实各项承诺，
中心需严守时间节
点为企业办结各类申请事项，并始终坚
持一窗办理一窗办结的办事制度，全面

简化企业办事流程。中心全体工作人员
要加强业务学习，在工作中要熟练掌握
各个事项的办理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在
思想建设上做好换位思考，全心全意地
为企业服务。
仪式结束后，蔡萌一行还实地走访
了科技城企业服务中心，并对中心提出
了相关的意见建议。

锦南人家二期开展
开放日看房活动
19 日，区经济适用住房开发有限公司开展锦南
人家二期业主开放日看房活动。
“锦南人家二期”
项目
用地 60 亩，总建筑面积 15.3 万平方米，共有住宅
876 套，
总投资 5.1 亿元，
2020 年 5 月完成主体竣工
验收，
12 月底将基本完成室外景观，预计 2021 年 6
月交付。
据了解，区经济适用住房开发有限公司 20 年来
已陆续开发建设“临安人家”
“昌化人家”
“吴越人家”
“苕溪人家”
“衣锦人家”
“锦南人家一期”等六个小区，
累计开发面积 56 万平方米（含配套），其中住宅面积
44 万平方米、
住房共计 3684 套。公司积极打造精美
保障房小区, 力争将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品质工
程。
记者 金凯华 摄

外来人口 5.7 万，
本地居民 4.3 万，
“人口倒挂”
考验流动人口管理水平

青山湖街道推行“旅馆式”星级化管理两年初见成效
平安临安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这个月初，
青山湖街道湖畔
家园“服务总台”
收到附近出租房智慧烟
感系统发出的报警信号，工作人员用两
分钟时间就赶到现场，
幸好，
是租客在房
间内吃火锅造成的，
并未发生火灾。
“这是我们新安装的智慧烟感设施，
目前已免费发放 1000 余个，如有报警
会第一时间通知‘服务总台’。我们一般
先核实，
确实是火灾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并与消防联系。”
街道平安办负责人程一
飞介绍，
烟感设施是所有出租房的标配，

而智慧烟感属于政府推广的升级版，可
以实现数据联网，
更快速更高效。
小小烟感的智慧升级，折射的其实
是流动人口管理上的升级。早在两年
前，青山湖街道外来人口数就已超过本
地居民数，形成“人口倒挂”。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底，街道在册外来人口
数量 5.7 万余人，本地居民数 4.3 万余
人。这是融杭背景下的必然，也意味着
政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水平，需要与时
俱进。
怎样“与时俱进”
？也是在两年前，
青山湖街道在辖区范围内推行出租房流
动人口“旅馆式”星级化管理，以应对
基层治理的新难题。
具体来说，在管理职能上，街道围

绕出租房集聚区共设立了 11 个“青和
居·旅馆式”服务总台，并按照以点带
面的原则，将辖区 21 个村 （社区） 划
分为 11 个片区，每个片区均由一个总
台进行管理，做到服务全覆盖。
在“青和居”品牌创建过程中，街
道立足 11 个“旅馆式”服务总台，本
年度已累计完成 流 动人 口 登记 57000
余人，完成出租房安全隐患排查 4684
户 19675 间，排查率达 100%；发现各
类问题 隐 患 1962 个，整 改隐 患 1929
个，隐患整改率达 98.3%；上报各类矛
盾纠纷 78 起，成功调解 78 起，调解
成功率达 100%。
可以说，如今的 “青 和居·旅 馆
式”服务总台不仅是出租房流动人口的

管理中心，更是辖区基层平安创建的服
务中心，通过服务总台进行出租房智能
门锁、智慧烟感等推广应用，积极开展
日常的平安宣传、隐患排查及纠纷调
解，确保了工作中“矛盾不上交、平安
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出租房集聚区
内的治安警情与火灾隐患逐年下降，流
动人口登记管理与治安防控能力大幅提
升。
“下一步,街道还将继续加快出租房
流动人口管理向数字化转型升级，努力
营造‘让房东省心、给租客安心’的和
谐人居新氛围。”程一飞表示，提升出
租房的安全系数和流动人口管理的精准
系数，是平安办要久久为功的方向。

临安山核桃
又添一项国家级荣誉
记者 郭蕾 通讯员 朱月清
本报讯 日前，经省市农产品质量审核、农业农村部
专家评审和公示，临安山核桃正式被纳入
“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临安农产品再添一项国家级荣誉。
“中国山核桃看浙江，浙江山核桃看临安。”
临安是全
国唯一“中国山核桃之都”。目前，
“临安山核桃”
已获得国
家原产地标记、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并连续
4 年蝉联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评估价值榜坚果类桂
冠，今年，
“临安山核桃”品牌评估价值 29.82 亿元。临安
山核桃现有省级名牌产品 5 个、杭州市级名牌产品 9 个，
中国驰名商标 1 个、省著名商标 3 个、杭州市著名商标 2
个。
我区一直高度重视品牌质量信誉体系建设，多年来，
持续贯彻落实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和品牌强农战略，通过
实施山核桃亮牌行动，推进生态化经营，全力建设清凉
峰、龙岗、昌化产业聚集园等，实现区域优势特色山核桃
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临安特色农产品走向国际国内大
市场。

我区党外代表人士
喜看灾后重建新变化
记者 楼飞宇
本报讯 18 日上午，区委统战部组织我区党外代表
人士参观调研灾后重建工作，
喜看灾后重建新变化。区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知联会、新联会等 40 余位党外代表
人士参加了本次活动。
党外代表人士一行先后来到龙岗镇玉山村、
国石村、
仙人塘村和龙岗人家安置小区，
详细听取情况介绍，
实地
踏看灾后重建工作。玉山村、
仙人塘村通过环境整治、基
础设施修复、节点打造，整体面貌得到了很大提升，切实
提高了村民的舒适感、
幸福感、
获得感。国石村就近集中
安置点和龙岗人家安置小区先后交房，让安置户们拿到
了新房、
住进了新家，
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党外代表人士一行行走在一条条古韵悠悠的石板路
上，欣赏着古韵风情的古村落，大家走走停停，时而兴致
勃勃地与路边的村民交谈，时而仔细察看着门楣上的精
美雕刻，无不为这令人眼前一亮的变化所赞叹。安置小区
过硬的质量、优美的环境、完善的配套，使得大家纷纷点
赞。通过现场参观，
党外代表人士一行纷纷表示，他们也
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出真知灼见，积极建言献策，为
灾后重建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绿水青山 美丽临安”
基层行

一个回乡创业者的
云岭果园梦
记者 尤旭东
本报讯 农村是创业的大舞台。这几年来，
越来越多
的回乡创业者把眼光投向了身边的土地。於潜镇横鑫村
村民黄忠林放弃了在外的生意，回乡承包了 100 多亩高
山梯田，种起了果树，当起了果农，他的云岭果园梦已经
从梦想走进了现实。
在海拔 600 多米的於潜镇横鑫村横岭后自然村，高
山山顶的一大片梯田里，
一颗颗桃树正迎风生长。果园的
主人黄忠林正蹲在地里观察果树的生长情况。黄忠林是
土生土长的横鑫村人，以前一直在於潜镇上从事水电卫
浴生意。去年，
他把经营多年的卫浴店给关了，回到了村
里，一头扎进山里，承包了 100 多亩高山梯田，做起了农
民。黄忠林说，
“我热爱农业，
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对土地
特别有情感。当时准备回乡做果园的时候，
老婆女儿是激
烈反对的，后来看到我这么喜欢搞农业，
他们慢慢默认了
我的想法，到最后就全力支持我搞农业了。”
由于在外经商多年，
地里的活早就忘光了。黄忠林从
头开始学起了种果树。在镇里和农业部门的帮助，黄忠林
先是把杂草丛生的梯田进行了平整，埋好了水管、
通上了
电，
安装了监控等设备。还引进种植了桃子、李子、樱桃、
猕猴桃等八九个品种的果树。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黄忠林在云岭果园已经投入了
近百万。
“我小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就说，
横鑫村的沙性土
壤非常适合种植水果，
种出来的水果特别甜。特别是今年
试种高山小花生，虽然种的不多，还是等到花生成熟开
挖，没想到一茬下来，竟然卖了七八万块钱，现在还有不
少电话经常打来。找我们本地的花生，
明年花生都没开始
种，
已经定了千把斤。”
高山小花生试种成功让黄忠林的
农业梦更坚定了。
眼下，果园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成，
“果园里面全
部套种油菜，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 ，这里的景象肯定
相当美丽。”
黄忠林说，再过二三年，
果园的果树也开始要
长果子了，他的云岭果园梦正逐步走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