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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轴线·我们的 2021

“地铁经济”呼啸而来

杭州富春湾新城
有序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确保新城建设用地安全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俞
玲华）随着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开
通，它不仅让富阳的交通更为方便快
捷，更带来了财富和机遇。这条连接
富阳与杭州主城区的交通大动脉，将
会有力地带动和促进沿线经济发展，
富阳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
——地铁经济。
“地铁经济”伴随着轨道交通呼
啸而来，将带动一连串的热闹、繁华
在铁轨两边绽放：TOD 的规划，新兴
产业的布局……地铁在调整和引导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同时，还将富阳
与杭州的主要商圈串联起来，形成
“共振效应”，进一步盘活富阳的商
圈。

地铁站点附近店面
——人流带来人气，人气带
来“钱景”
地铁的快速周转，带动大量周边
客流进出。人气旺了，对购物消费、
娱乐休闲等商业配套的需求也日益
迫切，慢慢吸引不同业态的商家聚集
在此，促成多元化的商业业态格局形
成。
“做餐饮最需要的就是人气。店
面毗邻地铁站，人流量大，在这一地
段布局餐饮，很有‘钱景’。”地铁公望
街站出入口处的“糖客担”酒店负责
人沈一飞女士表示，目前酒店正在装
修改造，将全新升级为“天鸿浙里”品
牌，不仅会提升酒店档次，还将根据
地铁站点人流情况，推出外卖、奶茶
等快消品。此外，酒店外立面也将进
行同步升级，
更年轻化、时尚化。

东方茂购物中心地铁接驳改造效果图

东 方 茂 购 物 中 心 ——
打造与地铁无缝对接的新
商业空间
地铁覆盖面广、路线长，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聚合人群，地下空间的零
售商业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东方茂购物中心正好位于地铁
起 始 站 ，拥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区 位 优
势。
“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建造地铁接
驳，让东方茂与地铁无缝对接，今后
乘客下地铁后可直接从地下通道步
入商场。”东方茂购物中心总经理宣
引华表示，地铁接驳工程力争今年 6
月底完工。此外，东方茂正在按照
“地铁+商业”的模式，重整规划商业
布局，打造以体验为核心的新商业

空间，成为富阳首屈一指的“城市综
合体”。

代 表 委 员 声 音 —— 优
化规划布局，提升轨道交通
建设综合效益
早在 2018 年的区两会上，区政协
委员贾一农就对“地铁经济”提出过
相关建议。他认为，地铁交通的发展
将改变整个城市的商业布局，富阳也
将经历这样的变化。因此，富阳“地
铁经济”要优化规划，发挥综合效益，
把作为交通节点的地铁车站空间与
城市开发建设合为一体，推进富阳地
铁与商业业态一体化布局，提升轨道
交通建设综合效益，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

从另一角度看，地铁开通后，一
部分富阳本地消费或将被吸引到杭
州。区人大代表方学军也看到了这
一现象，准备在今年区两会上提交相
关建议。他建议从顶层设计角度出
发，加强统筹协调，鼓励地上地下商
业空间一体化综合开发，合理布局地
铁车站空间的商业业态，开发建设更
多的地铁商业街，积极引导商家开展
错位竞争，进一步将“乘客流”转化为
“顾客流”
。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激
活区域经济发展“内力”的同时，地铁
的出现还将进一步助力区域内产业
聚集，促进生产要素集中，实现城市
产业布局优化，为富阳经济发展注入
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徐丽亚 通讯员 徐玲 倪俊杰）
为认真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省、市
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决策部署，自杭
州富春湾新城启动整体转型工作以来，杭州富
春湾集团持续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杭州富春湾新城区域主要包含灵桥镇、大
源镇、春江街道 3 个镇街，3 个区块都为工业企业
密集区域，区域内生产企业涵盖造纸、化工等多
个重点污染行业，存在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
法规规定，其退役地块开发利用前必须开展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
确保建设用地安全。
杭州富春湾集团作为富春湾新城的开发主
体单位，承担着整个新城建设的重要使命。此
次新城建设开发，涉及调查的退役场地、拆迁企
业地块数量达 300 余宗。自新城开发建设以来，
杭州富春湾集团持续推进辖区范围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为生态环境部门精准施策、打好净土保
卫战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 262
家企业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累计调
查面积达 6185 亩。其中，231 个地块已通过专家
评审并取得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备案文件。无论
是在土壤调查监测任务的数量，还是工作完成
的质量上，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极大助力了我
区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富阳区 2021 年
“春风行动”捐款爱心榜
2021 年 1 月 12 日
序号

单位

人数 金额（元）

1 湖源乡中心小学

17

5300

2 杭州富阳东海石油有限公司

从全省 1360 家基层司法所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首批“枫桥式”司法所

富春司法所何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成为
“明星”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黄春
海）日前，区司法局富春司法所成功入
选浙江省首批“枫桥式”司法所，成为全
省 60 家、全市 8 家“枫桥式”司法所之
一。
司法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最基
层单位，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首道防
线，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助推器，是
普法的一线阵地。在全省 1360 家、全
市 190 家司法所中，富春司法所是如何
脱颖而出的呢？

打造“15 分钟”法律服务
圈，让百姓随时随地得到法
律帮助
2020 年 9 月起，富春街道辖区的市
场主体，小至店铺、大至企业，陆续收到
了一张“富春街道法律顾问服务联系
卡”。这张小小的卡片上标注着其所在
网格、网格员联系方式、法律顾问联系
方式、法律顾问所在单位及服务监督电
话。截至 12 月底，这张卡片已发放到
8000 多家市场主体经营者手中。
这是富春司法所独创的一项便民
服务。为了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去年，
区司法局在村（社）法律顾问全覆盖的
基础上，实行市场主体法律顾问网格全
覆盖。但是富春司法所辖区范围大，怎
么才能保证这项制度落到实处呢？这
就需要想办法让市场主体百分百知晓，
让他们主动联系法律顾问，由此避免法
律顾问“顾而不问”
，联系卡应运而生。
“发动和依靠群众”
“ 以人民为中
心”是“枫桥经验”的核心，富春司法所
深谙此理，贯彻始终。他们积极培育普
法志愿者、村法治明白人、法治带头人，
搭建多载体普法宣传平台，让普法工作
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他们建立“全业
务”法律服务网格，一个公共法律服务
站、47 个村（社）法律服务点，打造“15

分钟”法律服务圈，让百姓随时随地得
到法律帮助。
面对社区矫正对象和归正人员，富
春司法所同样秉持教育帮扶理念。此
前有一位刑满释放“三无”人员，司法所
积极联系社区，不仅帮他办理了低保，
还帮他找到了一份工作，让其提振回归
社会的信心。富春司法所现有社区矫
正对象 146 人，无重新犯罪和脱漏管，
并且积极参与公益服务，为社会作贡
献。去年 6 月，富春司法所联合富阳正
步公益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春江花月
夜、我们来守护”公益活动，每周末都有
12 名左右社区矫正对象参加沿江公园
平安巡防、江岸垃圾清理和社区垃圾分
类值守服务，目前已有 2400 余人次提
供了 4 万余小时的志愿服务。一位社
区矫正对象告诉记者：
“ 以前没参加过
这类活动，现在当了志愿者感受到了帮
助他人的快乐，也产生了一种社会责任
感。”去年重阳节，有社区矫正对象还向
区社会福利中心捐赠了 10 辆轮椅。
富春司法所所长许保灿从 17 年前
开始当基层司法所所长，他说新时代
“枫桥经验”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坚持
人民主体，做实新时代群众工作，这也
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宝”。

筑 牢 纠 纷 化 解“ 防 火
墙”，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
层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是“枫桥经验”最广为人知的一
条，作为矛盾纠纷化解的首道防线，富
春司法所牢记使命，坚决筑牢纠纷化解
“防火墙”
。
去年初，我区发生一起涉及 178 户
住户的集体信访件。3 年前由于某房
地产开发地块，打桩影响到周围 32 幢
房屋。虽然当时经各方协调签了协议

5000

3 杭州富阳蒋婉婉中医诊所

10

1000

4 礼源中学

22

6800

5 银湖街道新义小学

31

9700

6 龙门镇中心小学

15

4700

7 区交通运输局

81

25300

8 杭州富阳地下管道开发有限公司

3

1100

9 大源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6

2000

10 灵桥镇中心幼儿园

31

9900

11 万市镇人民政府

65

34100

13 渌渚镇人民政府

55

29600

14 常安镇中心幼儿园

12 光大银行杭州富阳支行

9500
12

3800

15 杭州富阳徐林国口腔诊所

6

800

16 杭州富阳黄楚芮口腔诊所

2

500

17 杭州富阳富春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9

9600

18 富阳中学

256

79000

19 新登中学

130

39200

20 常绿镇人民政府会计集中核算专户

37

20600

21 永昌镇人民政府

42

25200

110

33200

89

27500

24 东洲中学

103

31100

25 三桥小学

67

20700

26 杭州富阳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59

8720

27 大源镇中心小学

119

32900

28 新桐乡人民政府

38

23500

29 万市镇南新小学

14

4400

30 春建乡中心小学

27

8300

31 大源镇中心幼儿园

40

12600

91

13560

227

68300

22 东吴小学
23 新登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富春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
书，房产公司交了 200 万元保证金，街
道聘请检测公司初检，待开发结束后再
检，但是等到 2020 年开发结束，检测公
司检测认为不影响房屋正常使用，业主
们对此不满，认为检测结果太过专业和
抽象。该案涉及人员多、时间间隔长，
当年处理纠纷的人员都调离了原岗位，
而检测报告又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鉴
定依据，比较棘手。富春司法所接手调
处，根据房屋受损的不同程度，分类别
分情况单独沟通、
“ 背靠背”沟通，最终
分类达成共识，房产公司也表示愿意追
加补偿数额，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化解
了一起颇为复杂的群体性事件。
秦望区块有机更新和阳陂湖生态
修复工程是富阳的大事。搬迁工作启
动后，在区司法局的指派下，富春司法
所组建“法律服务专班”进驻项目部，开
展一线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累计向
7600 余户农居提供服务，化解矛盾纠纷
1300 余起，为搬迁工作顺利签约奠定了

扎实的法治基础，得到区委主要领导两
次批示肯定。
2020 年，富春街道共调解矛盾纠纷
2867 件，其中富春司法所指导参与的调
解占到近四分之一，重大矛盾纠纷有 26
起。
许保灿说，矛盾纠纷化解其实还不
是最前端，提高法治建设、依法行政水
平，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
经验”
坚持好、发展好才是根本所在。
在富春司法所的主导下，富春街道
率先建立“5+X”合法性审查模式，实现
司法提前介入重大行政决策，提升依法
行 政 决 策 科 学 化 、民 主 化 、法 治 化 水
平。去年以来，富春司法所共参与行政
合同合法性审查 172 件，重大行政决策
合法性审查 1 起，参与街道重大中心工
作 1 起。富春街道无行政复议案件、行
政诉讼案件 2 起，
无败诉案件。

32 杭州富阳交达公路养护有限公司
33 郁达夫中学
34 浙江交投富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1

5050

35 富春第三幼儿园

44

13600

36 富春第三中学

151

45500

37 万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5

21100

38 春建乡人民政府

37

22600

39 区委党史研究室

10

6200

40 环山中学

77

23300

41 常绿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7

8500

42 新桐乡中心小学

23

6900

43 区第二人民医院

523 157700

小计

2822 917930

总计

14434 7671032

关于变更富阳区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账户名称的通告
根据《关于印发杭州市富阳区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所属杭州市富阳区建筑企业管
理服务中心等 7 家事业单位机构编制规定
的通知》
（富编办〔2020〕56 号）的文件规定，
富阳区存量房屋交易资金监管机构杭州市
富阳区房地产管理处，因机构调整已与其
他单位合并为杭州市富阳区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服务中心，于 2021 年 1 月 5 日起相应

广告 上门 63327854 部门一 63345158 部门二 63125522 乡镇、企业 63102688 61769665
服务 教卫 63363100 金融 61769663 商业、房产、家装、汽车 61769669

关于
我们

监管账户名称变更为：
杭州市富阳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服
务中心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户。
特此通告
杭州市富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人民银行富阳支行
2021 年 1 月 12 日

投递 63324532 纠错 63344556 社址 杭州市富阳区体育馆路457号（邮编311400）
承印 盛元印务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杭富市管广发G-001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许椿祥

零售价：
1.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