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中央，污水源源不断地往外冒
位于春秋北路169弄口，已持续两个月，居民说不能再拖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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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树木公示

康月路66—68号绿化带改造前（现状） 改造后（效果图）

建设单位：杭州市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受托单位：杭州富阳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代建代管单位：杭州富阳市政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1.树木迁移的理由：康月路路侧现有乔木非常茂盛，相互挤在一

起，严重影响市民采光需求。同时，因离建筑过近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

2.树木种类、规格、数量：胸径20厘米以上香樟1株，胸径20厘米
以下香樟2株；胸径20厘米以上杜英33株，胸径20厘米以下杜英2株；
胸径20厘米以上广玉兰6株；桂花30株。

3.树木去向：富阳互通山坡。
现就该迁移树木事项进行公示，征求社会群众意见。公示时间

为：2022年5月27日至6月10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间内与区执法局市政公用中心绿化科联系。逾期未反馈的，视
为无意见。

联系人：何炳华 联系电话：63318803

杭州市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5月27日

根据“康月路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文本、《杭州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规范树木迁移公示等相关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
并经现场核实，本工程迁移树木公示情况如下：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今年 4 月
起，但凡经过春秋北路169弄口的人，
无不掩鼻摇头。此处有一口污水井，
两个月来，又臭又脏的污水源源不断
地往外冒。

住在附近的史女士忍无可忍，拨
打了区长公开电话反映。她说，这个
污水井就在阿瓦山寨餐厅与德邑上城
小区中间，污水流到路面，怎么走都避
不开。这个情况持续时间太长了，强
烈要求尽快疏通清理。

污水管道堵塞，疏通一下就好，为
什么一个多月还未处理？后周社区党
总支书记俞幼平无奈地说：“我们一直
在处理，想了很多办法，该找的部门都
找过了。这里的问题已是‘病入膏
肓’，必须动大手术！”

餐饮油污处理不到位？
商家自证清白

俞幼平说，去年就出现过污水满
溢现象，这在人口集聚的小区很正常，
社区通常会联系保洁公司清污、疏通
管道。然而，今年4月起，堵塞情况越
来越严重，“抽完没多久又满溢，5月以
来抽了5次，到最后刚抽完一个小时又
会漫出来。”保洁公司用高压水枪也疏
通不了。

满溢的污水井紧邻阿瓦山寨，居
民就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这家餐厅。

“是不是餐厅的油污没处理到位，堵住
了管道？”老板郦先生大呼冤枉：“我在
这里开了十多年，以前从没发生过这
个情况。”

为了自证清白，6月1日，他把记者
和负责该片区的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

西中队副中队长何洪杰请到现场，查
看店里的油污处理过程。餐厅隔油池
设在后厨门口，打开盖子，只见四方的
隔油池内隔了两档三格，每经过一档，
油污就会过滤掉一部分。经过两道过
滤后，污水排入自设的污水井。地上
并列着三口井，郦先生先后打开三个
井盖，只见第二个井里比第一个井里
的污水要干净一些，但是第三个井里
满是污水，不堪入目。

何洪杰说，隔油池的原理很简单，
油比水轻，每过一道隔离设施，油污都
会留在上层，清水则流入下一道隔离
设施。“你看，每一口井里的水都比前
面清一点，这是正常的。但是最后一

口井里反而脏了，因为出现了倒灌。”
他又说，通常执法局要求餐饮店设置
三道过滤，阿瓦山寨比一般店家做得
更到位。

每个月的1日、15日，是阿瓦山寨
污水池固定清洗日。郦先生拿出了去
年和今年的台账，记者看到每个月都
有清晰的记录。他说，隔油设施一定
要经常清洗，不然没有效果。“宁可平
时做得到位些，一旦堵住再来清理就
麻烦了。”6月1日清理时，记者看到，前
两口井很快抽干净，可是抽取第三口
井时，一边抽，一边满，抽的速度赶不
上满上来的速度。“污水管道堵得太严
重了！”郦先生长叹一声。

气温升高
污水满溢问题不能再拖
郦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俞幼平亦

是如此。
2019 年，后周片区实施老旧小

区综合改造提升，内容包括背街小
巷整治、二次供水、污水零直排、交
通治堵、消防安全整治、垃圾集置点
建设等。春秋北路 169 弄口所属的
前周区块隶属其中，已全部实现雨
污分离，1000 多户住户、130 多家商
户的污水全部接入管网排至污水处
理厂。“按理来说，这么短时间，不会
堵得这么严重。”

社区曾请城投集团负责施工的人
员来现场查看，他们当初也认为是附
近餐饮店多，日积月累之下，油污堵塞
管道。他们还提到一个原因，污水管
网水流速度慢，要定期维护清理，今天
这个局面可能是日常维护不到位引
起。

不论是什么原因，眼下最重要的
是解决问题。

俞幼平说，目前这口污水井的支
管接入文居街上的总管网，距离七八
百米。但据她所知，春秋北路169弄口
几米外也有一条总管网，能不能将这
口污水井和这条总管网打通，“可以多
一条近路排污，但是这就需要开挖施
工，得多部门配合”。

路中央的污水井污水不断外涌，
随着气温升高，臭气熏天、污水横
流，严重影响周边住户、商家。几乎
每天都有居民向社区抱怨，俞幼平
非常着急，希望能尽快施工，“越快
越好”。

满溢的污水井就位于路中央

本报讯（记者 臧一平 通讯员 周剑
锋）小区加装电梯是民生重点工程。近
日，杭州市 2021 年度“最美加梯人（项
目）”名单公布，富阳区新登镇松溪阳光
家园 1 期成片加装电梯项目被评为“最
美加梯项目”。

屡吃闭门羹，却从未放弃
新登镇松溪阳光家园安置小区建成

于2012年，2013年开始入住。
“小区老年人较多，由于当时部分楼

房未安装电梯，上下楼不便的问题日益
凸显，加装电梯成了住户的共同心愿。”
新登镇城乡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程晓
阳表示，在推进松溪阳光家园 1 期加装
电梯项目过程中，成立“亲亲”加梯帮帮
团，通过作宣传、讲政策、访居民、听意
见、集民意、勤沟通等方式，实现加装电
梯与居民幸福齐推进。

“民意协商如何推进”“高低楼层住
户间的矛盾怎么解决”……业主意见达
成一致，是加装电梯的首要前提。“亲
亲”加梯帮帮团成员之一——松溪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胡钱江介绍，考虑
到回迁安置房地缘相近、亲缘相连等特
点，“亲亲”加梯帮帮团利用离退休老干
部、党员、教师等志愿力量，采取入户走
访恳谈消疑虑、调解矛盾促和谐、挖掘
社会力量找突破等方式联动推进。“仅
用时 4 个月，松溪阳光家园 1 期 10 台加
装电梯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胡钱江
说。

回想起“亲亲”加梯帮帮团成员拿着
单子挨家挨户敲门签字的那一幕，胡钱

江记忆犹新。有一次，胡钱江与成员一
起来到二楼一户居民家，刚开口，对方便

“嘭”地一声将大门关上，隔着门撂下一
句：“装电梯的事没得谈。”

吃了多次闭门羹后，胡钱江改变策
略，不再上门劝说，而是时不时在小区与
他们“偶遇”，话题也由装电梯改为聊家
常，并千方百计想办法通过他们的亲戚、
朋友、同学牵线搭桥，与之沟通交流。渐
渐地，居民放下心中隔阂，对加装电梯的

话题不再那么抵触。
针对一楼住户采光、噪音、影响房屋

升值等问题，“亲亲”加梯帮帮团一家一
家上门解释，解除他们的顾虑。“大家换
位思考，许多事情就容易处理了。”胡钱
江说。

居民的幸福写在脸上
“终于可以坐上电梯啦，以后宝宝出

生，上下楼方便多了。”将要成为宝妈的
沃女士说。

孙大伯虽然住一楼，但也是加装
电梯的绝对拥护者。他说，楼上住户
曾是同村村民，平时大家关系特别好，
不能只考虑自己，也要为楼上住户考
虑。

“我们楼道有四五位老人，年纪大起
来上下楼肯定吃不消。现在电梯装好
了，上下楼不成问题了。”沈大伯也很赞
同加装电梯。

“以前，看到别人坐电梯上下楼，心
里无比羡慕，现在，别人也在同样羡慕我
们。”王奶奶脸上洋溢着笑容。

去年以来，为把加装电梯这项民
生实事进一步落实好，新登镇秉承“加
装电梯是方便居民、便捷老人的重要
民生举措”这一理念，解决楼道住户对
于资金问题的后顾之忧，除区政府补
助的 30 万元/台外，新登镇再配套补
助 10 万元/台。“电梯安装费用依据楼
层数按一定比例递增，除去上级补助
资金，每个楼道住户自己需要承担的
费用不足 13 万元。”程晓阳说，下一
步，新登镇将持续加大部门协同和政
策宣传力度，全面推进既有住宅加装
电梯工作，让更多老旧楼房早日实现

“电梯梦”。
这几年，富阳一台台“加装电梯”拔

地而起，犹如一抹阳光，照亮了很多人的
生活。区加梯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老旧
小区加装电梯是今年民生实事工程，提
出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80台任务，截
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加梯项目 54 台，惠
及近2000人。

新登镇松溪阳光家园1期成片加装电梯项目

为何能获评杭州“最美加梯项目”

松溪阳光家园1期加装电梯

按照“第一时间+顶格优惠“原则，在
区服务办的牵头下，区财政局落实国家和
省市出台的大规模、阶段性、组合式减税
降费政策，在全面梳理并列出符合减、免、
缓、退政策条件的企业清单的基础上，主
动做好宣传，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应知尽
知，同时强化库款保障能力，确保留抵退
税资金足额拨付，将政策红包从“纸面”落
到“账面”。

坚决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区
财政局进一步压减公用支出以及部分非
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全力兜牢“三保”
底线，集中财力向民生项目、助企纾困等
方面倾斜，对上级下达 2022 年支持小微
企业留抵退税专项资金2.49亿元，第一时
间分配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
补助项目，减税降费与兜牢兜实民生齐发
力。

助企纾困促发展

区财政局：
“真金白银”
为企业纾困赋能

记者 方宗晓通讯员 孙彰婕

今年以来，作为区服务办成员

单位的区财政局，坚持积极的财

政政策，在减税降费、资金保障等

方面发挥财政职能，“一竿子到

底”加快助企纾困政策落实，为市

场主体倍增提供强有力的资金和

政策支撑。

兑现减税降费政策

用好用足产业扶持信息平台，所有涉
企扶持资金实行线上申请、线上审核、线上
拨付，推动惠企资金一键直达、精准滴灌。
主动对接主管部门，细化任务、优化流程、
倒排工期，加快兑现涉企资金的执行进度，
确保市场主体应兑尽兑。

截至目前，区财政局已兑现涉企奖补
资金 5.49 万元，惠及 3593 户次市场主体，
实现“政策红包”点对点送达企业。抢抓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机遇，
已发行 5.5 亿元专项债券，利用“资金+债
券”的方式，全力支持全区小微产业园区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打好产业投资攻坚战
提供资金保障。

免租近4000万元

4 月 8 日上午，位于城区桂花路 60 号
的浙家宾馆负责人收到了四个半月的房租
退款，共计5.44万元。这是富阳出台《关于
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
意见》后，办理的第一笔房租减免。

继2020年减免房租政策以来，区财政
局对承租富阳区属各国有企业和行政事
业单位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按照 2022 年免除 3 个月租金、再减
半收取3个月租金的减免政策，全力支持
全区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
发展。

创新运用“数字化”便民措施，统一开
发房租减免小程序，相关企业只需扫描房
租减免二维码即可完成线上退租，实现办
理“一次不用跑”，预计本轮减免房屋租金
将近4000万元，涉及1800多户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

落实稳企惠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