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要闻2
FUYANG DAILY

2021年2月23日 星期二 一版责任编辑 | 司小勇 本版责任编辑 | 徐康亮

零售价：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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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服务

关于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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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王巧巧 记者 王永
杰）2月19日，杭州富阳浠宸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徐小姐收到了来
自区市场监管局的一束鲜花。因为就
在当天上午，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商事
登记企业开办窗口领到了包括营业执
照在内的开办礼包，成为富阳第 10 万
户市场主体。

得知这个消息，徐小姐表示很开
心。她说：“现在办理营业执照非常方
便，只要动动手指头，半小时左右就会

收到网上审核通过的短信提示，而且
公章、税控盘都是免费的，还能邮寄，
政府能为我们考虑的都考虑到了。”她
本来选择邮寄，刚好路过区行政服务
中心，就过来领取了，没想到公司正好
是富阳第 10 万户市场主体，她觉得很
幸运。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富
阳开年市场主体总量突破 10 万户大
关，喜迎‘开门红’。而这10万户背后，
是永不止步的商事制度改革。”商事登

记企业开办窗口相关负责人说，2013
年，富阳市场主体总量才 3 万家，商事
登记改革启动以来，市场主体开始进入
快车道，到 2017 发展到 5 万家。2017
年，富阳全面启用全程电子化系统，登
记服务由“面对面”改为“键对键”，加上
证照分离、多证合一、住所申报等一系
列改革的催化作用，仅用4年时间就让
市场主体翻一番。去年受疫情影响，富
阳区第一季度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同比
有所滑落，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

区委、区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带动下，
市场主体迅速恢复发展生机，增长数量
快速反弹上升，“真正体现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2021
年，该局将把握“五个关键时期”，坚决
扛起责任，打好“政策+服务”组合拳，
进一步激发全民创业热情，为市场主体
发展“松绑、鼓劲、助力、铺路”，让各类
市场主体“进得了、长得好、能发展、会
壮大”，持续推动富阳经济高质量发展。

商事登记改革喜迎“开门红”

富阳市场主体突破10万户

本报讯（记者 姜炜）之前备受关注
的杭州市小客车“区域指标”和“浙A区
域号牌”设置及相关配套措施，将于 3
月1日起正式实施。届时，杭州绕城高
速之内的大部分区域，非浙A号牌及浙
A区域号牌小客车，在早晚高峰时段无
法通行。因此，没有浙A号牌的富阳驾
驶员，若要前往杭城办事，提前安排好
出行计划，选择公交、地铁、高铁等公共
交通，或将更方便。

限行路段和时段请大家
注意

根据调整措施，持“浙A区域号牌”
的小客车，限行范围为石祥西路—石祥
路—石祥东路—杭浦高速—绕城高速
公路（北线）—东湖南路—九堡大桥—
通城高架路—通惠北路—通惠中路—
通惠南路—晨晖路—风情大道—滨文
路—之江大桥—之浦路—紫之隧道—
紫金港路—紫金港路隧道构成的围合
区域内所有道路，以及绕城高速公路范
围内所有高架路、快速路（含匝道及附
属桥梁、隧道，不含杭浦高速、绕城高速
公路）。绕城高速公路范围内所有高架
路、快速路（含匝道及附属桥梁、隧道）
的限行时段为工作日的7:00—10:00和
15:00—20:00 时段；限行范围内其他道
路的限行时段为工作日的 7:00—9:00
和16:30—18:30时段。

持“非浙A号牌”的小客车，限行范
围为绕城高速公路围合区域内的杭州
市域所有道路（不含高速公路）。限行
时段为绕城高速公路范围内，所有高架
路、快速路（含匝道及附属桥梁、隧道）
的工作日 7:00—10:00 和 15:00—20:00
时段；其他道路工作日的7:00—9:00和
16:30—18:30时段限行。

此外，现有的浙A号牌小客车，限

行范围、时段和规则不变。

符合条件的外地车牌可
申请区域号牌

目前，富阳仍有以“沪C”为代表的
大量外地号牌车辆，根据过渡期政策，
2022年3月1日前，符合相关条件的外
地号牌车辆，可前往车管所申请转成

“浙A区域号牌”。
申请条件包括：今年1月5日前已

登记在本人及配偶名下的非浙A号牌
小客车；申请人凭本人持有的有效小客
车增量指标、更新指标或区域指标办
理。

针对一些市民提出的“外省国五标
准的车辆可否转入区域号牌”的疑问，
有关部门也作出了回复：今年1月5日
前已登记在本人名下的外省国五车、

“沪 C”国五车，可在明年 3 月 1 日（不
含）前凭本人有效指标办理转入。今年
1 月 5 日上牌且取得有效区域指标的

“沪C”国六车可申请转入，国五及以下
则不可。

前往杭城办事，公共交
通也方便

由于调整后的限行范围囊括了整
个杭州主城区，必须前往杭州城区办事
和工作，又没有浙A号牌的富阳人该怎
么办，记者昨日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
路人。

市民张先生去年初因为摇不到浙
A 号牌，又急需用车，于是给新车上了

“沪C”号牌，他说自己一直在关注相关
政策，新规出台后，车子没法开进杭城，
就不得不重新制定出行计划了。“我因
为工作关系，每周都要去杭州城区三四
趟，政策调整后确实有影响，接下来会

抓紧去申请转入区域号牌。虽然暂时
没法开车去杭州了，但幸好去年底地铁
六号线开通了，我家离公望街站口不
远，可以直接坐六号线到江陵路站，然
后转一号线到客户单位附近。事情办
完，原路返回，还能避开高峰期拥堵的
路面交通。”张先生说。

市民丁女士在滨江一家培训机构
工作，车牌也是“沪 C”。“以前开车去
工作地点，起码提前一个半小时，其实
路上要是通畅的话，走江滨东大道杭

富沿江公路过去还是蛮快的，大概 45
分钟能到。可遇到上下班高峰期堵起
车来就要命了，尤其是之江大桥那段
路，车子半天都动不了，出了快速路，
主路上又要堵车，很容易迟到。”丁女
士说，“即便没有限号措施，现在我也
宁肯走 5 分钟路去桂花西路站点坐地
铁。对比坐公交和自己开车，地铁最
大的优势就是准点，不受道路拥堵的
干扰，可以准确把控来回的时间，确实
很舒服。”

杭州区域号牌调整政策3月1日起实施
非浙A号牌请注意限行范围和限行时间，赴杭城选择公共交通会更方便

本报讯（通讯员 李华丽 记者 骆晓飞）如果
你是一名档案员，并从事档案工作满 20 年、30
年，区档案局将颁发给你一份“荣誉证书”。

为总结回顾“十三五”时期档案人才队伍建
设情况，发扬富阳档案人“忠诚担当、创新开放、
敬业守真、淡泊清廉”的职业精神，进一步提升
档案工作人员的职业自豪感，根据国家、省、市
档案部门相关文件精神，经研究，区档案局决定
对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给予鼓励和肯定，
向从事档案工作满30年以上（含30年）和满20
年以上（20年至30年，含20年不含30年）的人员
颁发“荣誉证书”。

此次统计面向区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从事档案工作满30年和满20年的
人员，包括离、退休干部，从事档案工作时间计
算截至2020年12月31日。从事档案工作30年

“荣誉证书”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印制，从事档案
工作 20 年人员由杭州市档案局审核批准授予

“荣誉证书”。
详细要求及表格详见“富阳发布”微信公众

号。请于2月26日前将纸质资料报送至区政府一
号楼406室，如有不明事宜，可致电63479800咨询。

本报讯 2月7日，在杭州市富阳区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
上，区检察院检察长任平作杭州市富阳
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0 年，区检
察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以服务大局为己任，有力
维护社会稳定

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围绕扫
黑除恶“六清”行动部署要求，压实工作
责 任 ，共 起 诉 涉 黑 涉 恶 案 件 13 件 55
人。狠抓“打伞破网”“打财断血”，办理
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 5 件 5 人，均已
判决。严厉打击各类犯罪。严厉惩治
故意杀人、抢劫等恶性刑事犯罪、妨害
疫情防控犯罪以及各类电信网络、跨境
赌博犯罪。积极履行反腐败职责，对原
浙江富春山居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郭林平等 25 名职务犯罪被告人
依法提起公诉。服务保障民营经济。
聚焦“六稳”“六保”，制定出台服务民营
企业“十个一”《工作意见》《涉民营企业
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管理规定》。创新涉
企案件办理模式，先后对 11 名犯罪情
节轻微的民营企业负责人作出相对不
起诉决定。

以司法办案为根本，全面
深化法律监督

优化刑事诉讼监督。全年监督公
安机关立案 17 人、撤案 1 人，纠正漏捕
2 人，追诉漏犯 20 人。向法院提出抗
诉 8 件，其中 2 件已发回重审。强化刑
事执行同步监督，监督纠正社区服刑
罪犯脱管漏管 11 人，审查暂予监外执
行监督案件 43 件。协助杭州市检察院
查处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与执行判决、
裁定滥用职权案 1 件。强化民事行政

检察。针对“套路贷”中虚假诉讼案件
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23 份，均已
立案再审。发出民事审判程序、执行
活动违法检察建议 14 份，均被采纳。
针对国土领域裁执分离案件，发出检
察建议 39 份，督促乡镇（街道）依法履
行行政生效裁定，已拆除违法建筑物
及设施 7549 平方米，退还非法占用的
土地 29275 平方米。深化检察公益诉
讼。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70 件。聚力疫
情防控，以诉前磋商方式督促整治农
贸市场野生动物经营利用中的违法行
为。突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通过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推进 3 处
矿山盗采点进行生态修复；对随意倾
倒建筑垃圾、工地扬尘污染等问题，运
用诉前检察建议助力全区开展专项整
治，提升城市环境。强化国有财产保
护，针对部门间因信息壁垒导致的医
保基金流失、耕地占用税未追缴等情
况，督促落实整改。

以人民满意为追求，践行
为民司法理念

主动融入区域治理。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积极组织干警参与基层一线防
控。注重检察环节诉源治理，严格落实

“少捕慎诉”，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作用。加强类案分析研判，报送的政
府采购领域伪造印章招投标乱象等11份
检察信息被区主要领导批示，推动相关
问题解决。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完成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入驻区矛调中心工
作，落实“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妥善处
理群众来信来访862件次。对15名涉案
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彰显司法关怀。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起诉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23件24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不批准逮捕4人，相对不起诉21人，附
条件不起诉7人。聚焦未成年人食品安
全、校园周边环境等重点领域，办理涉未
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

以自身建设为抓手，深入
推进改革创新

政治引领提素能。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党
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强化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每月开展检务督察，严格执行“三
个规定”，扎实开展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
提升年活动。注重人才培养，强化岗位
练兵和业务塑能。智慧引领强效能。推
进数字卷宗单轨制协同办案，建成公益
诉讼快速检测实验室，研发公益诉讼“随
手拍”微信举报平台，运用“非羁码”对非
羁押犯罪嫌疑人进行区域活动动态监管,
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司法办案质效。文
化引领促关爱。打造院史荣誉室、党建
活动室等特色文化阵地，推进检察文化
建设。建立“法律帮帮团”志愿服务机
制，持续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和“模范
机关”创建活动。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摘要）

“浙A区域号牌”小客车限行范围示意图

领了“在杭大红包”又离杭
如何退款？

2月26日前不退款，或追究法律责任

本报讯 春节期间在杭外来务工人员补助政
策（“在杭大红包”）已申领结束。因疫情防控形
势和各地防控政策的不断变化，春节期间也有
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安排出现临时调整。最
近，有不少已领取红包的外来务工人员咨询，如
在春节期间离杭，该如何主动退还补助资金？

近日，杭州发布《关于重申春节期间在杭外
来务工人员补助政策（“在杭大红包”）的通告》。

如何定义“离杭”？需满足春节期间留在杭
州。按照春节法定假日在杭来认定，也就是从2
月11日（农历十二月三十）至2月17日（农历正
月初六）在杭来认定。

离杭退款怎么退？如果申领人在2月11日
至17日期间离杭，请务必在2月26日前主动退
还补助资金。请注意：退款请通过银行转账，切
勿采用现金汇款或者支付宝转账。如在事后核
查中发现承诺信息与事实不符的申报单位和个
人，一经核实，将取消政策兑付资格，依法追缴
补助款项，并记入失信记录；情节严重的，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

退款方法。转账退款，个人可通过原申请
平台（“亲清在线”或“城市大脑”App）查询退款
的银行账户，通过网银或到线下柜台进行退款
转账，备注退款人姓名。（注意：请勿采用现金汇
款或者支付宝转账。退款转账尽量通过本人原
收款账户办理，如果确实无法由本人办理，可委
托单位或他人进行退款。）

平台登记。退款完成后，以单位名义申报
的，由申报单位在“亲清在线”完成退款登记操
作；以个人名义申报的，由本人在“城市大脑”
App完成退款登记操作。如委托他人退款的，在
登记时要填报退款的打款户名和账号。

征集老档案员
颁发“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