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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项目

区政协视察
无障碍设施进残疾人家庭工作推进情况

目标不变抢抓进度
明年元旦交付使用
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罗文礼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大喇叭及时
传播疫情信息，为有效防控立下了大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研发生产这类大喇叭
的业界翘楚杭州图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已
落户富阳，其位于开发区银湖新区的总部
项目也在快速推进，预计明年元旦可交付
使用。

开工之初遭遇混凝土供应难
图南电子于 2012 年成立于滨江，现有
员工 200 多人，一半以上为研发技术型人
才，年产值 2 亿元。别看企业不大，
“来头”
却不小，它不仅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新
三板上市企业，也是国内智能广播设备的
龙头企业，参与了多项智能广播设备全国
标准的制定工作。
企业一直在滨江租赁厂房，随着发展
步伐加快，十分希望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
的土地。在经过多方考虑比较后，图南电
子最终落户于开发区银湖新区，其总部项
目也于去年 10 月底集中开工。该项目总
投资 1.2 亿元，用地面积 10.9 亩，共有地上
15 层、地下一层，拟建设成为广播系统设
备领域国内最大、行业领先的高新技术研
发、生产装配和运营中心，建成后预计可
实现营收 3 亿元、税收 4500 万元。
去年 11 月 23 日，图南电子总部大楼
项目打下第一桩。按照正常施工，本应在
12 月底完成桩基工程。然而，令企业深感
尴尬的是，由于桩基工程期间，混凝土供
应不及时，使得工程进度也随之滞后。
“有
的时候我们早上 7 点打好一根桩，等到下
午四五点混凝土都没有送来。”董事长陈
宝成说，原本计划一天打四五根桩，最后
只能每天打一两根。
开发区班子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立
即召集混凝土供应企业协商，终于解决了
这一问题。但等到 1 月 17 日桩基工程完
成，
工期已实打实地延误了大半个月。

面对疫情，各方合力抢进度
好事多磨。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

如其来，项目施工再次陷入困境。
据介绍，图南电子总部项目施工单位
为桐庐企业，施工人员多为外地员工，受
疫情影响难以及时返回。等到形势稍有
好转，工地迅速采取措施，抢抓失去的时
间，一方面在开发区的指导下做好防疫工
作，另一方面派出车辆前往安徽、河南等
地接返员工。2 月 18 日，项目部人员全面
返岗，成为银湖总部区块最早开工的项目
之一；3 月 1 日，30 多名施工人员陆续返
岗，工地开始正常施工；3 月 15 日，80 余名
工人满员上岗。
经过推算，受疫情影响，项目工期仍
滞后预期一个多月。不过，业主方和施
工方不等不靠，坚持原定目标不变，通力
协作抢工程进度。作为业主单位负责
人，陈宝成是项目顺利推进的坚强后盾，
他不仅一周至少三次从滨江赶到富阳，
驻扎在施工现场紧盯项目建设，还全面
保障建设资金、协调帮助解决问题。
“我
们对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分析，找出了
每个可以突破的节点。只要有利于施
工，我们能做的全都做，包括领口罩、与
周边关系协调等。”
施工方也主动作为，全力推进项目。
他们明白，工程提前完成，不仅能为业主
节约建设资金，也能为施工方省下不少管
理工资。刚开始返岗时，周边民房因疫情
关系不出租，项目管理人员和所有施工人
员都睡在项目部板房内，条件十分艰苦，
直到后来自家的宿舍搭建起来，这一情况
才有所缓解。为了抢抓进度，施工方重新
梳理排布了计划，通过早上早点开工、晚
上晚点收工的方式与时间赛跑。
部门“助跑”同样不可或缺，以开发区
为代表的各部门在疫情前后提供了大量
支持。
“ 开发区项目推进部的工作人员很
负责，前期跟着我们跑项目，后期帮助解
决渣土运输、混凝土供应问题。”陈宝成
说。
截至目前，该项目裙房地下室已全部
完成，主楼地下室顶板正在绑扎钢筋，进
度已经基本追平，预计 10 月可完成主体工
程，明年元旦交付使用。建成后，大楼一
部分将用作生产，其余楼层将用作研发、
办公及产业园。

本 报 讯（记 者 吴 璇 通 讯 员 方 菊
芬）日前，区政协社保法纪组委员来到
春建乡，视察区残联无障碍设施进家庭
工作推进情况。
5 月 17 日是第三十个全国助残日，
截至当日，富阳全区共有持证残疾人
21421 人，其中重度残疾对象一级 2488
人、二级 4479 人。2018 年起，区残联在
全区范围开展残疾人无障碍设施进家
庭工作，当年完成 150 户，2019 年完成
135 户。今年，该项工作被列入区政府
为民办实事的民生项目之一，围绕脱贫
攻坚决胜年的具体要求，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
计划完成 300 户的任务。
委员们先后实地走访了大唐村、徐
家坞、铁坎村的三户残疾人家庭，为他

们送去慰问品，并查看了配置的护理
床、移动浴椅、偏瘫康复器、防褥疮坐
垫、空气波压力循环治疗仪等设备，以
及为出行方便设置的铺道。
在随后进行的座谈会上，委员们详
细了解了我区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工作
的进展情况。他们认为，区残联为进一
步提高我区残疾人的生活品质、完善残
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作出了很大
努力。针对残疾人设施需求的精准性、
乡镇分配名额的合理性、补助标准的适
度性等，委员们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建
议，并希望有关部门要把工作做得更细
更实，探索建立长效机制，从而让残疾
人切切实实地得到方便和减轻负担，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心。

区行政服务中心人社窗口简化失业金办理

项目现场

建议进一步优化富阳营商环境
眼看项目进入正轨，陈宝成的心里也
踏实多了。不过，他依然还想向富阳区委
区政府提两条建议。
一个是关于混凝土等问题。他为区
委书记朱党其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混凝土
问题点赞，希望富阳区委区政府仍要持续
关注、重点解决，进一步优化富阳投资环
境。
“大批量的混凝土保障没什么问题，问
题在于一些体量不大的项目使用少量混
凝土时，供应就可能跟不上。可是项目耽
误不起，工人工资得付、后道工序也都等
着。”陈宝成认为，混凝土供应不是小事
情，
是事关富阳发展的大问题。
另一个是地铁问题。图南电子所在
区块为银湖新区的总部经济园区，距离小
和山高教园区和余杭未来科技城很近，未
来这里必将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希望富阳
紧抓新基建发展机遇，积极争取地铁延
伸，加快推动富阳地铁成网、银湖新区更
大发展。

本 报 讯（记 者 李 宇 雯 通 讯 员 张
勋）从区行政服务中心获悉，富阳的失
业金领取手续已于近期进一步简化。
做好失业人员生活保障工作，是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保障基本民生的
重要举措，
对于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区
就业管理服务处在人社窗口整合后，立
即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要求，安排窗口人
员开展简化失业金领取手续培训。
改革后，失业群众需提供的材料由
原来的两项减少为一张身份证（外地户

籍另需浙江省居住证），表格由原来的
两张简化为一张。具体做法是，窗口工
作人员通过内部经办信息系统比对及
信息共享，获取参保缴费、终止或者解
除劳动关系、就业失业状态等信息，依
据《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规
定的领金条件进行审核。可数据共享
的，不再要求申请人与单位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
据测算，此项改革每年可以让 5000
余人次受益，减少办事群众来回奔波，
实现“最多跑一次”
改革要求。

万市镇全力推进“美丽家园，杏福万市”大比武
本报讯 自 4 月初“美丽家园，杏福
万市”大比武首次督查和落实整改后，
万市镇在“垃圾分类”
“最美庭院”
“最美
村庄”
“ 最美道路”
“ 最美水域”
“ 最美单
位”六大比武和以“八无八美”为目标的
全域提升长效机制上成效显著，高水平
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万市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 美丽家
园，杏福万市”大比武运用“现场检查通
报、督促落实整改、整改反馈销号”的三
位一体体系，结合线上线下全方位一体
式监督、指导机制，以期实现人居环境
整治再提升、垃圾分类再深化、全域景

区化创建再落实。
日前，该项大比武的专项督查组结
合首次督查和整改成果，继续以“高定
位、高标准、高效率”的“三高”宗旨，增
强督查力度、增大整改强度、加快整改
速度、增宽覆盖广度，全力推进万市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
为深化全镇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全
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正确率，督
查组在检查的同时，及时开展现场宣传
引导，并组建垃圾分类联络员、指导员
微信群进行线上指导，着力形成“人人
参与、人人尽责”
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