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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34 家沐浴场所被处罚

新闻附件

亭足浴店等 29 家单位违反健康管
理规定；凤凰台休闲服务、神憩足
道、富春故事足浴店等 21 家单位
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香怡足道
馆、姗妮娜足浴店、红石足浴馆等 9
家单位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
保洁；名家堂养生会所、泊金湾宾
馆等 3 家单位违反卫生许可证管

理规定。
执法人员对监督检查时发现
问题的单位均及时出具了卫生监
督意见书，要求责任单位立即整
改，并将根据情节轻重对存在问题
的单位依法予以立案处罚，全力为
市民营造“卫生、安全、舒适”的沐
浴环境。

2018 年富阳区沐浴场所专项检查处罚单位公示

晴到多云
气温：
0—15℃
多云

后天

人员有无有效健康证明，公共用品
用具（毛巾、拖鞋、棉织品、茶杯）的
清洗、消毒、保洁落实情况，卫生管
理制度及相关工作台账建立登记
情况，公共场所控烟情况等。
从检查情况看，34 家存在卫生
问题的单位情况有相同、有不同，
如诗雨足浴店、沐兰足浴店、翠微

明天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项丽婷 姜芳芳）近日，富阳区卫生
监督所利用下午、晚上两个时间
段，对富阳主城区的浴室、足浴店
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存在问题
的浴室、足浴店共有 34 家。
据了解，本次检查重点为沐浴
场所卫生许可证的持证情况，从业

今日
天气

气温：3—18℃

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
气温：5—12℃

除夕前后 晴雨相间
春节期间气温波动较大，大家注意冷暖变化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离
地 区 的 气 温 或 出 现“ 大 滑
春节越来越近，天气也被大
坡”，而且冷空气慢悠悠地不
家迎接农历新年的激动情绪
断南下，使得当地气温将在
感 染 ，换 上 了 温 暖 热 情 模
低位徘徊。而纵观整个假
样。从本周的整体天气趋势
期，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能
来看，接下来有气温上下波
需要准备两个季节的衣服来
动、晴雨转换频繁两个特色。
应对冷暖变化。
今 明 两 天 ，阳 光 继 续 驻
中央气象台的预测显
足，暖意日增，白天的最高气
示，17—20 日我国中东部地
温 可 达 15—18℃ ，午 后 阳 光
区将有一次大规模的雨雪天
下比较温暖舒适。大家可以
气，因时间较远，雨雪具体落
趁着年前的好天气，出门采
区，以及雨雪分界线的位置，
购年货，夜间也适宜欣赏城
存 在 较 大 变 数 ，需 临 近 再
市灯光秀，提前感受街头过
看。不管如何，今年春节期
年的氛围。
间，长江流域的阴雨天数会
后天，也就是除夕当天，
比较多。
随着冷空气南下，有一次冷
根 据 计 划 ，今 日 省 市 各
暖气流交汇过程。目前预
级气象部门将对春节假期天
测，除夕后期至正月初一，转
气进行统一会商，给出权威
为小雨天气，升温的势头受
预测数据。大家可以关注本
到打压，最高气温可能回落
报官方微信、微博等平台，及
到 10℃以下，外出拜年时还
时了解最新天气信息。
得注意保暖。
17 日，正月初二，天气短
暂转好，大家可以把节日里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2 月 13 日）
的室外活动安排在这天进
空气质量指数
30—50
行。等到 18 日（正月初三），
空气质量级别
Ⅰ
空气质量描述
优
又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
首要污染物
无
富阳将回归到降温、降雨的
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阴冷模式。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中国气象频道”分析
2018 年 2 月 12 日 16 时发布
说，春节长假的后半段，江南

单位名称

存在问题

杭州富阳诗雨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古月堂足浴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沐兰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区鹿山街道名家堂养生会所

违反卫生许可证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泊金湾宾馆有限公司

违反卫生许可证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凤凰台休闲服务有限公司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消毒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神憩足道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富春故事足浴店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富春街道岩石足道会馆鹿山下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消毒

杭州富阳香怡足道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翠微亭足浴店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姗妮娜足浴店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聚鑫足道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红石足浴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周娜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消毒

杭州富阳陈伟足浴店

违反卫生许可证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润泽轩足浴店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岩石足道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消毒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赵海明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易善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观园足浴店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和圆堂足道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职责

杭州富阳明清堂足道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职责

首次按照杭州市本级标准发放

杭州富阳至品足浴馆

未履行控烟职责、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保洁

杭州富阳区富春街道乐之泉足道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职责

杭州富阳千禧堂足道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对顾客用品进行消毒和保洁

15.3 万企业退休人员
每人领到 1200 元春节慰问费

杭州富阳富春街道激情休闲馆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职责

富阳市富春街道新鹿浴室

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阳在水一方健身休闲会所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州富阳富春江浴室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州富阳大富豪休闲浴场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州富阳浅水湾浴室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州富阳滨江浴城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未履行控烟管理职责

杭州富阳多瑙河浴场

违反健康管理规定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程传伟）春节即将来临，这几天，
由社保代发的春节慰问费陆续打入富阳企业退休人员的个人账
户。
据悉，今年富阳共为 15.3 万余名企业退休人员（含失地转保、
一次性补缴退休人员）发放春节慰问费，发放标准为 1200 元/人。
这笔春节慰问费是富阳实现社保融杭一体化后，首次按照杭州市
本级标准发放的。
此外，为让富阳特困退休人员能够过一个温馨、祥和的春节，
自去年 12 月起，区人力社保部门就组织各乡镇（街道）对辖区内特
困退休人员进行了走访了解，为全区范围内的 1500 名特困退休人
员送去温暖，
并要求各乡镇（街道）在过年前把慰问金发放到位。

杭州市富阳区 2018 年上半年引进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
“5110”
计划项目征集公告
根据《关于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及团队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若干意见》
（富委〔2016〕22 号）精神，紧紧围绕在新时代
下,全力加快建设富裕阳光的大都市新型城区目标，深入实施新一轮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5110”计划，着力引进和集聚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及具备区域竞争力的领军人才，特向全球征集海内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条件
坚持国内与海外并重，大力引进符合我区高新
技术主导产业人才，重点引进和集聚一批在国内外
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职务的专家学
者；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
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
技术，具有自主创业经验，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国际
规则的创业人才。
“5110”计划引进人才需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1.在海内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符合《关
于进一步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
（富
委办〔2013〕81 号）规定引进高层次人才重点对象中
第 1 类至第 3 类；
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成果国际领先，或填
补国内空白，
具有产业化开发潜力；
3.申报人为企业创始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且
为企业的主要股东（占股 30%及以上）；
4.企业注册在富阳境内，就地纳税；
5.企业注册资金不得低于政府资助资金。

二、政策待遇
（一）创业扶持
对经评审入选“5110”计划引进人才创办的企
业给予以下政策扶持：
1.项目资助。A 类、
B 类、
C 类项目分别按照最高
500万元、
300万元、
100万元的标准进行资助。对特别
突出的创业项目，
实行
“一事一议、
上不封顶”
的政策。
2.贷款贴息。对企业自设立或引进年度起三年
内使用银行贷款的，A 类、B 类、C 类项目可享受 2 年
内最高 500 万元、300 万元、200 万元的银行同期贷款

基准利率全额利息补贴。
3.免租用房。A 类、B 类、C 类项目分别给予最
高 500 平方米、300 平方米、100 平方米的三年免租用
房。或给予企业自设立或引进年度起三年内一定的
办公场所或厂房租金补贴。
4.财政扶持。区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奖励
企业做大做强，奖励额以企业当年缴纳税收（不含开
发地块形成的税收）所形成地方留成部分的 50%为
限。
5.科研配套。企业购买科研设备的，按照科研
设备（不含办公设备）投资额的 8％给予一次性补贴
（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二）发展扶持
1.鼓励项目投入。项目总投入（不包含政府资
助资金）达到资助资金总额的两倍时，给予 A 类 100
万元、B 类 80 万元、C 类 50 万元的奖励。
2.鼓励项目产业化。落地于富阳区的产业化项
目，可申请政府产业基金，给予不超过总股本 20%或
不超过社会创投资金投入总额 30%、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的基金投资。
3.鼓励项目创新。对特别优秀的、经济效益明
显的“5110”计划,经认定后,新增创新项目可申请
“5110”计划二次项目评审,并享受相应资助。
（三）人才激励
1.安家补助。高层次人才以富阳区申报入选国
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杭州市“521”计划的，
分别给予 100 万元、100 万元、80 万元的安家补助。
2.个人奖励。对引进并落户，与用人单位签订
一般不低于 5 年工作或服务协议，以富阳区申报入
选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和浙江省“千人计划”

的，
5 年内每年予以一定的奖励资助。
3.住房保障。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在享受
安家补助的基础上，最高可给予 100 万元的购房补
助或 5000 元/月的租房补贴。

三、引进项目产业类型
重点引进信息(智慧)技术、先进装备制造、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产业。

四、引才奖励
对中介引才机构推荐获评富阳区“5110”计划 A
类、B 类、C 类落地项目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
元的奖励；对推荐落地富阳的杭州市“创客天下”大
赛项目，参照“5110”计划 A、B、C 类项目分别给予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的引才奖励。

五、申报材料
高层次人才申报“5110”计划创业项目，需提供
以下材料的电子版（证书及有关证明材料提供扫描
件）：
1.《杭 州 市 富 阳 区 引 进 高 层 次 创 新 创 业 人 才
“5110”计划创业项目申报表》，
《2018 年杭州市富阳
区上半年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5110”计划项目
申报汇总表》；
2.海外人才须提交海外学历学位证书及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内
人才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及学信网认证信息；
3.申报人有效身份证件或护照及复印件；
4.申报人工作经历证明材料；

5.申报人在该领域内的研究论文以及其他科技
成果等有关证明文件（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专利
证书以及被授予专利权后各年缴费发票复印件、权
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6.各类获奖证书、列入国家计划文件或证明材
料；
7.相关产品许可（包括新药证书、各类许可证
等）；
8.如企业已在富阳注册成立，请提交企业工商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公司章程、开户行回单等复
印件。

六、申报方式
1.富阳区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5110”
计划创
业项目常年受理，
本次集中征集项目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31 日。申报材料需将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
受理单位：
杭州市富阳区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地址：
杭州市富阳区恩波大道 1128 号 10楼1017室）。
2.中介机构推荐申报的项目由该机构统一组织
材料申报，
并提供申报项目汇总表清单。
联 系 人：
朱冬萍 张旻锴
电子邮箱：
hzfylcy@163.com
联系电话：
+86-0571-61707650
网站地址：
http://www.fyrc.net
相关申报表格请登录富阳人才网（www.fyrc.
net ）下载。
中共杭州市富阳区委组织部（区人才办）
杭州市富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