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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李
成钢）9月11日上午，2021年全国科普
日暨富阳区第 34 届科普宣传周广场
活动在儿童公园举行，为市民群众带
来了一场科普盛宴。

手摇发电机、编程积木、无人机……
12家本地科研产品研发生产单位和科技
爱好者带来了科技产品展示。其中展出
的一款机器狗受到不少市民的关注，它
或是前后行走，或是原地打转，又或是跳
舞，科技感十足，引起现场市民阵阵惊叹
声。“别看它个头小，但作用还真不小！”据

工作人员介绍，这只机器狗搭载了5G网
络，可以利用低延时、高带宽的特性，实
现高清图像的实时回传功能。在现实工
作中，这种传输功能可以用于智能巡检、
智慧物流等方面，在作业环境差的地方
代替人工。

除了高大上的发明展出外，现场
还有接地气的科普知识介绍和义诊
等。“这些科普宣传都很贴近生活，像
家电、油锅等起火时应该怎么办，日常
生活中都会碰上。”市民李先生说。另
一边，测血压、测骨密度处则排起了长

队。“我们年纪大了，颈椎的毛病时不
时要发作下，正好让医生给看看。”退
休在家的钱大爷说道。

“这次活动太好了，防诈骗宣传这
些问题都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如果以后真的发生了，我就知道如何
应对了。”家住后拔路的李阿姨拿着志
愿者赠送的小礼品笑着说。

活动当晚，现场还放映了科教片
《家庭急救常识》，红色题材故事片《悬
崖之上》。

本次活动以“百年再出发，迈向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区科协、
区科技局、区应急管理局等18家单位
的科技工作者，组织开展社会需要、群
众喜欢、影响力大、服务面广的系列科
普活动。

“举行此次广场活动，旨在深入实
施科学技术普及法、杭州市科学技术
普及条例、杭州市科学文化素质行动
实施方案，进一步做优做强科普工作
品牌，浓厚科学文化氛围，不断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水平。”区科协相关负责人
表示。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董炎操）连日来，
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区应急管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
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对岩石岭水库管理处、新登镇
贤明湖公园（一期）—鼍江景观堰坝工程EPC项目
等工程及新登镇民宿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以进一
步加强“中秋、十一”假期农业农村领域安全和疫情
防控工作，确保农业农村行业的安全、平稳、有序。

在岩石岭水库管理处和贤明湖公园—鼍江景观
堰坝工程现场，检查组以水库运行管理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及项目工程推进进度、疫情防控、
现场安全措施、文明施工为重点进行了详细检查，并
听取施工单位汇报，同时提出反馈意见与整改要求。

在对湘溪村又一邨·青庭民宿、杭州富阳忆往溪
民宿、湘溪记·宿等民宿进行的安全检查中，检查组
重点查看消防安全隐患、厨房卫生、疫情防控等，并
当场督促整改需改进的细节。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称，下一步，区农业农
村局将根据市、区两级相关要求，进一步做好双节期
间的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加大检查督查力度，对发现
的隐患和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确保
农业农村行业领域安全。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2021年浙
江青年电影周定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28 日
在杭州举行。

本次电影周活动以“让青年人成就电影梦
想”为主题，旨在激励更多青年电影人在浙江
启梦、追梦、圆梦，推动更多新时代电影精品力
作在浙江持续涌现。

2021年浙江青年电影周将于
11月24日至28日在杭举行

富阳开展节前安全生产联合检查

确保农业农村行业
安全、平稳、有序

富阳区第34届科普宣传周活动启动

这些“接地气”的科普活动深受市民喜爱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实习记者
金易梵 通讯员 汪洋 王莎）为了让“一
窗通办”“一网通办”改革的成果覆盖
全区人口，近日，公安富阳分局打造

“一网同心”品牌项目，下沉“窗口服
务”，建立分局、派出所、乡镇、村（社）
四级帮办队伍，让富阳的老年人、残疾
人以及偏远地区的人员也能享受到公
安政务服务好办、易办、秒办。

足不出户，潘奶奶的户
口本就换新了

湖源乡窈口村74岁的潘奶奶最近
有点急事，但家里的户口本用了20多
年，都快“散架”了，从封面到内页，都贴
上了透明胶，每次翻看都得特别小心。
潘奶奶早就想换个户口本，但无奈家里
只有自己和50多岁的儿子，两人都不
会操作智能手机，去趟派出所也麻烦，
这件事就一直耽搁下来了。

前不久，潘奶奶无意中和村里的

网格员郭成华提起了换户口本的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没过几天，郭成华
就带着常安派出所的几位户籍警员到
了潘奶奶家。他们用智能手机帮潘奶
奶注册了“浙里办”，上传了相关信息
和材料，几分钟时间，事情就办完了。

“这样就好了吗？我以为很麻烦呢。”
潘奶奶惊喜地说道。

从潘奶奶家中出来后，郭成华又
将几位警员带到了村里其他3户老人
家中，帮他们线上办理了相关业务。
趁此机会，郭成华熟悉了一遍“浙里
办”线上操作的流程。“其实现在很多
业务都能自己线上办，只是村里的老
人们都不会操作，以后这样的情况，他
们找我就行，如果我也不会，那再请教
派出所警员们。”郭成华说。

网格员、村干部和志愿
者……都是“流动”窗口

其实，郭成华就是常安派出所

“一网同心”的一位帮办人员，像他这
样的帮办人员，目前已经遍布富阳各
个村（社）。

为了让“一网同心”帮办队伍成员
都能熟悉相关业务办理程序，公安富
阳分局分层级开展了帮办服务业务培
训。

其中，对派出所分管领导、户籍
民警、社区民警的培训由网办中心组
织实施，采用集中培训、视频学习、跟
班培训等形式；对于镇、村两级人员
的培训，则由相应派出所组织实施，
采用集中培训、视频学习、当面指导
等形式。

“我们希望基层帮办队伍的成员，
无论是村里的网格员、村干部，还是一
名普通志愿者，都能够熟悉最常见的
几项业务在线办理的流程，让他们都
能成为派出所的‘流动’窗口，大家共
同努力塑造好‘一网同心’这个富阳公
安政务服务品牌。”公安富阳分局行政
许可科相关负责人说道。

建立分局、派出所、乡
镇、村社四级帮办工作平台

记者了解到，随着富阳公安政务
服务“一窗通办”“一网通办”改革，现
在办理户籍业务等 85 种事项已经实
现了网上办理，一台智能手机就是一
个办事窗口，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理
相关业务。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群众，
例如老人、残疾人等，对智能手机操作
并不熟悉，难以自己完成线上业务办
理。

今年以来，公安富阳分局建立起
分局、派出所、乡镇、村（社）四级帮办
工作平台，其中村社层面包含志愿者、
网格员和村干部等，直接面向村里老
人和其他特殊人群。“老百姓只要找到
他们，就可以办理好相关业务，不用跑
派出所了。”公安富阳分局行政许可科
民警告诉记者。

网格员、村干部、志愿者……都是“流动”窗口

富阳公安推出“一网同心”政务服务品牌
让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偏远地区的村民都能享受到数字化改革的红利

本报讯（记者 许荆楠）为增强全
区上下重视招商、服务招商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昨日下午，富阳区驻外招商
工作动员大会暨驻点招商出征仪式举
行，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牮寄语全体驻
外招商干部，要快速进入新角色、适应
新环境，更好展现富阳优秀年轻干部
的风采，为高水平描绘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星城范例贡献青春力量。区领
导何献忠、喻乃群、许玉钧参加。

驻外招商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战
场。为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加快
形成高水平专业化招商团队，富阳成
立杭州、北京、上海、深圳 4 个驻外招

商组，并从部门和乡镇（街道）中抽调
13 位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到招商队伍
中，专门负责驻点招商工作。

“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是
当前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必将大有
作为。”动员讲话中，王牮用“六个千”
寄语全体驻外招商干部。要抓住千
载难逢的机遇，通过开展驻点招商工
作，不断提高业务知识，做到懂产业、
懂企业，懂政策、懂流程，懂沟通、懂
协调，懂谈判、懂服务，不辱使命、不
负重托。要挑起千斤重担，以强烈的
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全身心投入
工作，带着自信出征、带着情怀出征，
为富阳加快“三个立起来”添砖加瓦、

贡献力量。要走进千家万户，紧盯我
区五大标志性产业链和网络新零售
等新兴产业，密集“走上门”掌握信
息、联络感情、促进合作，积极引进四
梁八柱型、航母型企业以及一批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要说尽千言万语，利
用招商洽谈机会，讲好富阳故事，展
现富阳形象，不断扩大“朋友圈”“社
交圈”“招商圈”，努力让更多客商聚
焦富阳、更多资源汇聚富阳、更多项
目落户富阳。要想尽千方百计，大力
弘扬“狼性”精神、“三牛”精神和“钉
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抓好每一项工
作，以诚引商、用情感商，让客商感受
到真心实意和优质服务。要历经千

锤百炼，切实做到有德、有才、有心，
以更加开放的视角、更加积极的姿
态、更加昂扬的斗志，在招商引资大
潮中踏浪前行、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王牮还要求各派出单位在工作
上、生活上给予驻外招商干部充分的
关心、关爱；各职能部门和产业平台要
充分发挥优势作用，共同助推富阳招
商引资工作打开新局面。

仪式现场，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宣布成立驻点招商人员临时党支部
并宣读有关任命文件。区领导为杭
州、北京、上海、深圳 4 个驻外招商组
授牌。各驻外招商组组长作表态发
言。

全区驻外招商工作动员大会暨驻点招商出征仪式举行

分赴京沪深杭四地 富阳驻点招商出征

“富春家事微法庭”为全市作表率
目前，“富春家事微法庭”已在全区 24 个乡镇

（街道）及所属村（社）妇联组织，区法院和5个人民
法庭设点，组成了全覆盖的家事纠纷化解网络。

在数字化改革的契机下，富阳还参与创新建设
家事纠纷化解应用场景，运用数字化手段将基层触
角从村（社）网络延伸到家庭、人员。从参与初期的

“家和码”建设，到构建“家庭三色网（家和智联）”数
字治理网，报送研判相关数据4000余条，不断夯实
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在此次现场会上，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全市
各法院将“富春家事微法庭”的好机制、好做法带回
去，结合自身实际筹划设立家事“微法庭”。为了进
一步扩大家事微法庭的服务范围，提高案件调解的
成功率，富阳法院也有新的举措，接下来将继续加
强家事纠纷调解人员队伍建设，组建家事纠纷专家
库；保障经费，落实经费补贴，提高调解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还要加强督促考核，协调推动区家事纠纷
的诉源治理工作；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媒
体，宣传微法庭作为家事纠纷非诉解决的首选平
台，以在线观看庭审、以案释法、巡回审判等形式送
法进基层，用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促进家庭、社会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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