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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何芳芳通讯员 施晨倩

最近，东兴社区樟岩路沿街的两幢自建房居民迎来一个好消息，困扰他们多年的窨井油污外溢的问题有望解决。眼下，“污水零

直排”工程正在协调推进中，此次改造将惠及155户居民。

附近商户邵先生说：“以前就是缺个牵头人，现在我们有盼头了。”

窨井油污外溢已困扰樟岩路沿街155户居民多年
日常疏通“治标不治本”，大家期盼彻底解决该难题

城管主动当起“牵头人”为群众排忧解难

工人正在进行清淤疏堵

东兴社区樟岩路沿街这片房屋
属于老旧小区，但排污管道未接入市
政管网。临街的数家餐饮店油污直
排，长此以往导致管道堵塞、污水满
溢，时有居民滑倒摔伤。9月底，在区
城管局城东中队的牵头协调之下，街
道、部门、社区、合作社联合清淤疏
堵，彻底解决这一历史积弊。

樟岩路位于永和大厦对面，临街
有 10 多家餐饮店，邵先生经营着其
中一家中餐馆。“开业4年多来，这个
问题烦不胜烦。窨井集中在店后门，
但同时也是居民楼道口，一到下雨
天，污水外溢的情况更加严重，不仅
影响环境，还常有人滑倒。”邵先生
说。

涉及的两幢房屋是城东股份经

济合作社股民的自建房，建成已有10
年。东兴社区党委书记王丽红说，当
时建设标准低，排污管道设置不合
理，不仅雨污不分离，而且排污管道
没有完全接入市政管网。随着城市
发展，樟岩路人气渐旺，临街开出了
10 多家餐饮店，但是有的店家油烟
机、油污分离器多年未更换，油污混
合物清理不到位，直排入管网后堵塞
管道。时间一长，这一片的地下管网
淤堵越来越严重。

邵先生说，平时他们隔一段时间
就找人疏通一下自己门口的窨井，

“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好几天，过不
了一个星期又会漫出来。社区也不
定时联系保洁公司疏通，同样属于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窨井油污外溢问题困扰居民多年

解群众之所困、干群众之所盼。
9月初，区城管局城东中队决心彻底
解决这个困扰居民多年的难题。他
们走访踏勘后，牵头组织了一场由城
管、富春街道、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
东兴社区及沿街商户代表共同参加
的协调会议。会上大家建言献策、集
思广益，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拿出一
套组合解决方案。

首 先 由 城 东 股 份 经 济 合 作
社、商户共同出资一笔排污费用，
聘请工人实施一次大面积的排污
清 洁 疏 通 工 作 ，以 解 决 眼 下 的 排
污问题。其次由富春街道牵头于
10 月 底 前 启 动 地 下 管 道 改 造 工
程，将小区管道接入市政管网，达
到“开放式小区零直排”标准。最
后 ，由 城 管 牵 头 督 促 餐 饮 油 烟 规

范 排 放 ，并 负 责 清 淤 疏 堵 的 后 续
保障工作。

方案通过后，各家商户积极转
账，城东股份经济合作社也加快节
奏，国庆假期前便完成了疏堵排污。
邵先生说：“分摊到每一户也就几百
块钱，以前就是缺个牵头人，现在我
们有盼头了。”

眼下，“污水零直排”工程正在

协调推进中，此次改造将惠及 155
户居民。城东中队城管队员表示：

“我们将持续关注，待工程完工，这
里的居民就再也不用担心管道堵塞
的问题了，也减少了疏通和管道更
换的支出。民生无小事，为群众生
活排忧解难是每一位城管人应负的
责任。”

城管牵头组织协调会，大家一起制定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汪
洋）近日，杭州市公安局发布《关于调整
杭州市大学毕业生落户政策的公告》。

自2021年10月15日（含）起，落户
政策调整为具有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
以上学历者（本科45周岁以下，不含45
周岁；硕士50周岁以下，不含50周岁），

在杭州市区落实工作单位并由用人单
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以落户杭州市区；
全日制普通高校博士研究生（55周岁以
下，不含55周岁）学历者，可享受“先落
户、后就业”政策。

新政提高了杭州的落户标准，取消
全日制大专学历者落户政策，取消全日

制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先落户、后就
业”政策。由于新政实施日期为 10 月
15日，符合老政策，但不符合新政策的
市民，落户要抓紧了。为此，公安富阳
分局行政许可科对市民关心的几个问
题做了详细解答，相关内容可以扫一扫
文后二维码查看。

阳陂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一期水利部分通过完工验收

本报讯(记者 朱啸尘 通讯员 裘仕博 徐一
琅）近日，杭州富阳阳陂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一
期（水利部分）合同工程完工验收会议召开。验
收工作组通过现场检查工程完成情况，听取参
建各单位的汇报，查阅工程档案资料后，同意通
过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杭州富阳阳陂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一期工
程水利部分共划分为4个单位工程，分别为一号
渠水闸、二号渠水闸、新开渠水闸、提水泵站。按
照合同约定，施工总工期为600天，工程于2020
年4月30日开工，在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今
年7月15日完工，实际施工日期为441天，超前
159天完成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工程
运行情况良好，于10月9日进行完工验收。

水利部分的完工，让这座位于富阳城区北
部皇天畈区域内的千年湿地焕发生机，重新具
备生态修复、防洪排涝和改善水环境等功能，带
来极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大学毕业生落户政策有调整 相关解答来了

扫一扫 看解答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
技术技能大赛在富举办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凌献忠）日前，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暨全国工业和
信息化技术技能大赛选拔赛在富阳举办，来自
全省各地上百支队伍参赛。

大赛设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赛项为双人团体赛，分为职工组、
教师组和学生组三个竞赛组别；计算机软件测
试员（集成电路 EDA 开发应用）和电子数据取
证分析师（工业大数据算法），赛项均为3人团体
赛，分为职工组（含教师）和学生组两个竞赛组
别。比赛分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两部分。其
中，理论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20%，实践操作成
绩占总成绩的80%。

最终，经过激烈比拼，大赛共角逐产生25个
奖项。其中张志红等70人分获工业机器人系统
运维员（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职工组、教
师组、学生组一、二、三等奖；唐敏等72人分获计
算机软件测试员（集成电路EDA开发应用）赛项
职工组、学生组一、二、三等奖；郑利敏等69人分
获电子数据取证分析师（工业大数据算法）赛项
职工组、学生组一、二、三等奖；朱佳龙等12人作
为学生组一等奖团队指导老师接受表彰；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等9家单位获评“优秀组织奖”；杭
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等9家单位获评“团体总分
奖”；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富阳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等9家单位获评“突出贡献奖”。

团区委组织暖“新”行动
助力关爱新就业群体青年

本报讯（记者 骆晓飞 通讯员 曹杰）近日，
团区委联合富春街道团工委等组织开展“关爱
新就业群体、共青团与您同行”富阳共青团服务
新就业群体暖“新”行动，慰问外卖和快递小哥，
并带去个性化服务信息，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
上贡献不平凡的力量。

一起前往慰问的还有志愿者代表（区阳光
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杭州富
阳山居荣府餐饮有限公司），他们到顺丰、美团、
饿了么等城区五个站点对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
进行慰问。在送上慰问礼包的同时，他们与快
递小哥面对面交流，聆听新就业群体的心声和
诉求，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服务需求，并指导
他们注册“亲青帮”“亲青恋”等团属服务平台，
让他们了解可以通过这些平台解决青年健康维
权、婚恋交友等个性化需求。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说，作为服务群众生活
的摆渡人，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用行动诠释了

“最后一公里”的实践内涵，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城市“守护者”。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增强我区
外卖、快递从业人员的幸福获得感、社会融入感
和组织归属感。下一步，团区委将进一步排摸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群体青年数量，适时建立
两新领域团工委，持续扩大新兴青年群体团的
组织覆盖，更好服务新就业群体青年，真正做到
青年在哪里，组织建在哪里，服务跟到哪里。

本报讯（记者 吴璇 实习记者 金易
梵）昨日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小平一
行来到富阳，就促进城乡义务教育资源
优质共享和打造“浙有众扶”名片民生
实事需求等方面开展调研。区委副书
记、区长王牮汇报相关情况，区政协领
导陆洪勤、包国灿陪同调研。

城乡义务教育资源优质共享和困
难群众帮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
节。近年来，富阳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战略，以“打造全省
一流综合教育强区”为目标，着力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目前，我区共有义务
教育学校62所，在校学生约68000 人，
在编教职工4162人。在建立城乡一体
发展机制的基础上，我区农村学校不管

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大幅提升，教师
队伍也实现了共融共通。同时，借助

“互联网+义务教育”的富阳教育数字
化平台，实现了城乡教师“同步备课、同
步上课、同步研修、同步反馈”。尤其是
近期以来，我区积极有效地落实“双减”
教学改革，有效促进了城乡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

在加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满
足弱势群体民生实事需求方面，我区始
终高度重视和关注，围绕打造“浙有众
扶”名片，加大保障力度，做深服务精
度，推进分层分类保障和服务举措，确
保公共服务的普及普惠、共富共享。目
前，我区现有低保家庭 8340 户、11455
人，低边家庭 1350 户、3484 人，特困对

象 652 人。对应他们的物质需求和服
务需求，我区一方面通过“统筹+专项”
的保障标准、“全面+精准”的检测识
别、“联办+通办”的政务服务兜底物质
需求；一方面通过清单化服务、数字化
治理以及社会化帮扶为他们提供联动
性服务，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全方位的帮
扶。

陈小平充分肯定富阳在探索城乡
义务教育资源优质共享和打造“浙有
众扶”名片工作上所做工作和取得成
效。他说，在各方努力下，富阳在落实
各项教育方针、困难群众帮扶政策等
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绩，城乡义务教
育资源优质均衡、困难群众的获得感
不断提升，不少工作都走在了全省前

列。
陈小平指出，要进一步以改革创

新的思路来应对实现教育资源优质共
享和“浙有众扶”名片打造中出现的新
问题、新瓶颈。要充分调动教师积极
性，深化数字化改革，以数字手段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通过进一步拓展深化
智慧校园应用，让同步课堂成为常
态。在困难群众的帮扶上，重点要形
成长效机制，探索帮助他们逐步提高
收入的路径，同时要鼓励引导社会化
协同力量，构建更加完善和专业的社
会互助网络，进一步提升救助服务的
覆盖率、精准率和满意率，为共同富裕
夯实基础。

省政协领导来富调研

为共同富裕夯实根基
推进教育资源共享 形成长效帮扶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