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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牵小手
共绘美丽西兴

本报讯（通讯员 虞思琪 周
枫）西兴过塘行是今年刚刚申遗成功
的中国大运河浙东运河的起点。 近
日，为了助力 “五水共治”，由西兴
街道团工委主办，西兴社区承办的共
绘“美丽西兴”活动在西兴过塘行举
行。 5名“水精灵”志愿者和23名“小蒲
公英”，携手共同画下了美丽西兴。

在一条10米长的画卷上，“小蒲
公英”们各显身手，画下一幅幅生动
的作品。有的“小蒲公英”进行现场写
生，画下了西兴过塘行白墙黛瓦的房
子和涓涓流水；有的给地球撑上了保
护伞，呼吁大家节能减排。 12岁的胡
月欢刚小学毕业， 虽然老家在重庆，
却是在西兴成长。今年是她第二次参
加“关爱小蒲公英”活动，她的画以
“节约用水”为主题，画上，绿色的地
球上有一个水龙头，地球周围装饰着
各种绿色植物，她希望大家都能节约
用水， 在不用水时能关紧水龙头，节
约每一滴水。

最后，这条10米长的画卷上画满
了“小蒲公英”的作品，载满了对绿色
地球的希望。

省气象局、 机场路西兴互通立交等
省市重点项目完成交地，浙江之门、网易
二期、 海康威视三期等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完成交地；七甲闸村级留用地、白马湖
幼儿园等民生项目也实现了交地。

高新区（滨江）是全国首批国家级高
新区，在推进信息经济、建设“智慧e谷”
过程中， 亟待通过征地拆迁拆出发展信
息经济的新空间，建设“智慧e谷”的新平
台。该区在推进征地拆迁中，优先保障产
业项目的供地。

比如， 该区从东到西规划建设了物
联网产业园、北塘河畔、智慧新天地等园
区，今年该区通过整村拆迁、连片拆迁等
举措，让这三大园区产业项目加快落地。

西兴街道七甲闸社区7月初启动了
整村拆迁后，按照抓两头找突破、带中间
求推进的思路， 人员到岗到位走访拆迁
户，到目前61户拆迁户已丈量完成60户，
评估26户， 基本完成安置资料收集和安

置房源落实。 共联社区在完成海康威视
三期拆迁后， 对物联网园区3个产业项
目，1个三产项目，1个基础设施项目、5户
拆迁户及60亩土地地附进行全面调查摸
底， 争取8月底前完成5个项目拆迁交地
工作，为9月份全面启动整村拆迁做好准
备，争取在年内基本完成整村拆迁。

长河街道整村连片拆迁取得新进
展。7月11日网易二期项目最后一处地附
物处理完毕，场地平整工作完成后，江一
社区集中力量推进北塘河畔成片拆迁，
涉及65户拆迁农户， 目前已经完成签约
37户，将力争8月底前完成农户签约，9月
底前完成企事业单位签约。 傅家峙社区
整村阳光拆迁自7月7日启动以来，190户
农户已经完成丈量185户。

为了推进智慧新天地核心区块连片
拆迁，浦沿街道成立了拆迁现场指挥部，
将开展西浦路、坚塔路、浙江省警察培训
基地等项目征迁交地。

高新区（滨江）：
打响新一轮“三改一拆”攻坚战

记者 刘伟
高新区（滨江）报道组
余小平 宋桔丽

随着轰隆隆的巨响，7月4日
上午，海通粉煤灰厂房被推土机
铲平，华家排灌站项目的征迁交
地全部完成。

华家排灌站在浦沿街道浦
联社区，是滨江区“五水共治”的
重点项目，项目设计排涝流量每
秒40立方米，这个项目将来建成
后，可以从根本上缓解滨江区汛
期内涝和河道配水，让涝水排得
出。

自去年底启动地块征迁以
来，滨江区浦沿街道征迁团队及
有关部门多次上门做工作，认真
梳理企业诉求，赢得了被征迁户
的理解和支持，项目征迁工作顺
利结束。

华家排灌站项目的成功交
地，是滨江区“三改一拆”工作快
速推进的一个缩影。 日前，滨江
区召开了征地拆迁工作现场会，
狠抓工作落实，认真研究、解决
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打响又
一轮“三改一拆”攻坚战。

截至7月18日，滨江区今年
“三改一拆”项目共完成改造面
积44.44万平方米， 其中旧住宅
区改造完成83户； 旧厂区改造
4.74万平方米； 城中村改造
38.71万平方米； 拆迁农户470
户，拆迁面积15.55万平方米，安
置农户818户， 完成安置1097
套，面积9.963万平方米；拆除违
法建筑487处， 拆违23.64万平
方米。

以拆违促征迁
以拆违促治水
拆出了产城融合好环境

联庄一区有个好吃街路边摊， 一度成为
了监管盲点，高新区（滨江）有关部门和街道、
社区联合执法，组织拆违2223平方米后，拆除
违法建筑后腾出的场地拟一部分建成停车
场，以缓解联庄农贸市场周边停车难问题，另
一部分用于流动摊贩疏导点， 以改善流动摊
贩整治难、环境脏、乱、差问题。

今年以来，滨江区围绕“无违建区创建”
强化拆违，健全控违禁违长效机制，新违建即
查即拆，老违建每周一次集中强拆，目前新违
建基本得到遏制，老违建有序拆除。

以拆违促征迁。 对于征地拆迁涉及的违
法建筑，该区拆违办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参加
拆迁区块征迁联合执法， 先后发出限期拆迁
文书29份，拆除违法建筑2405平方米，清理集
装箱21只，有力推动了征迁工作。

以拆违促治水。 该区做好河道沿岸违法
建筑的排查和拆除工作， 目前已拆除河道边
违建77处，面积26795平方米。 西兴街道拆除
了北塘河畔500平方米违建钢棚；长河街道拆
除长河桥、江虹桥、中兴桥等七座桥下违建34
处，面积达到2万余平方米；浦沿街道拆除了
许家河、新浦河等临河1200平方米的违建。

迎难而上拆除违法建筑。今年以来，滨江
区共拆除法人违建18处计29582平方米；下大
力气拆除群众反映强烈的45处违法建筑共
24296平方米； 即查即拆68处计8919平方米。
其中， 西兴街道迎春小区520平方米钢棚、长
河街道小砾山输水河边违法占地约10亩的教
练场， 浦沿街道球墨铸铁厂3000多平方米违
法建筑和征而未拆建筑，都已顺利拆除。

此外，今年以来，该区西兴街道组织了8次
大型拆违行动，集中取缔了一批废品收购点，拆
除违法建筑13000平方米，西兴路、滨文路、彩虹
快速路附近存在多年的废品收购点得以拆除。

摄影 通讯员 李晓军

整村拆迁 连片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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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俏俏）为切
实加强对财政资金存放的监管，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实现财政资
金的保值增值，高新区（滨江）通过
制定区级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试行
办法和招投标规则， 引入公开、公
平、公正、透明的竞争机制，在区内
银行范围内， 实施间隙财政资金定
期存款招标。

日前， 首期20亿财政间隙资金，
通过竞争性招标存放， 年收益额达
9449万元，比原收益额2300万元增加
了3倍多， 既规范了权力运行又促进
了财政资金增值，实现“保障资金安
全、规范存放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的
目标。

高新区（滨江）规范财政
间隙资金存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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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羊靖文没放过一天假。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创建

于1950年， 经过多年发展有了长足进
步，作为省级示范幼儿园、杭州市特级
幼儿园，近年来，除了灯芯巷总园外，
还陆续开办了三所分园，形成“一总三
分”的集团化办园格局。

走进这所有着64年办园历史的学
校， 灯芯巷总园内， 橙色的别墅式校
舍、完善的幼儿游览园区、漂亮花草树
木……让人感受到这里深厚的文化底
蕴。

这其中，也倾注了羊靖文的心血。
作为分管后勤管理的副园长，

羊靖文的寒暑假， 都要细细盯着图
纸：老园内的设施维修，新园区的基
建上马，一个项目都马虎不得。

去年暑假， 幼儿园有40多个基

建项目要上马，从设计、估价到施工方
招投标，羊靖文都亲力亲为。

“老园区很多教室都是木质结构，
维修的时候意外状况很多， 比如翻开
一块墙，发现里面的木头都被虫蛀了，
又要马上采取措施。你看，这间教室的
顶，就加了钢架。 ”

羊靖文笑着说，时间长了，各项施
工流程和数据都很熟悉。 有一次遇到
施工单位，报了一连串数据，对方感到
惊讶：你很懂行啊！

“热心、操心、公心，这是大家对羊
老师的评价。她总是把单位利益、集体
利益放在前面。 ”园长冯伟群说，有时
候单位集体采购，在追求质量的同时，
羊靖文买东西总是货比三家， 本着节
俭办事的原则， 比买自己家的东西还
要劳心重视。

爱是 的钥匙
文/记者 傅一览
通讯员 高海伟 摄/高海伟

很多家长说，羊靖文副园长比
妈妈还要细心。

幼儿户外活动时宝宝出汗多，
夏冬两个季节， 后背一湿容易感
冒。 一个班30多个孩子，如何在短
时间内，解决所有孩子的问题？

“夏天用小毛巾， 冬天披一条
自制小背心。 垫在孩子衣服里，一
抽一拉， 老师操作的时候速度快，
孩子不需要等很久，后背就能保持
干爽。 毛巾每天消毒，一人一巾。 ”

就这样一件小事， 羊靖文带着
老师反复比较， 认认真真试验了很
多次。

羊靖文说， 这是一份“爱的事
业”，值得被精心呵护。 教龄超过30
年， 担任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
园工会主席8年，她始终如一。

3-5岁的幼儿园小朋友， 不懂得如何表
达自己。

羊靖文是个有心人，多年来，她悉心照顾
孩子们的生活，更关注他们的内心，在教学中
总结了许多宝贵经验。

有一年，她带了一个“犟脾气的班”，孩子
们容易生气、哭闹，情绪起伏大。 在耐心劝导
的同时， 她设计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
制作“心形墙”，发给孩子“哭脸、笑脸”图标，
请他们根据情绪，把图标贴上去。

“你不开心吗？ 说说为什么。 ”一本随身
携带的小册子， 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生气的原
因。 久而久之，规律找到了！ 通过设置打鼓发
泄、找同伴倾诉等方式，她教会孩子们学习让
自己快乐的方法。这次的实践经验，还写成了
论文，拿了全省的大奖。

像这样实用的技巧， 她毫无保留一一分
享。

多年来， 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把
提高师资水平，列入工会的重要工作。羊靖文

带领工会会员，配合行政团队，组织开展师德
专题讲座、专题读书会、师德演讲、主题征文。
无论是草根名师讲堂， 还是新教师上岗安全
培训，丰富多彩的培训活动，为老师们提供了
更多充电的机会。

“她在讲课时常说，孩子身上的每一件小
事，都有可能成为大事，都要用心关注。 ”

园长冯伟群说，有时候，年轻的老师找羊
靖文交流工作，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她
不厌其烦与大家谈心，尽力提供帮助。

各类培训不仅仅针对教师， 还覆盖到每
一个岗位。

幼儿园的菜谱里，有一道三色水饺，做工
挺复杂：先用菠菜、胡萝卜汁给面粉染色，每
个饺子大小很有讲究，让孩子一两口吃掉。

为做好这一道菜， 工会特别组织后勤人
员展开技能比赛，饺子包多大，料怎么拌，菜
汁怎样取，都有标准，最终好中选优。

在杭州市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孩子们
的菜谱能做到一个月不重样。

受委屈 送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

幼教， 是一份需要付出超常的
耐心和爱心的工作。

“受委屈，或许是老师和保育员
要学习的第一门功课。 ”羊靖文说，
爱是开启心灵的钥匙， 要让老师们
对幼儿付出爱， 首先要让她们感受
来自集体、领导的爱。

工会作为教工的“娘家”，要搭
建老师、幼儿园、家长之间的桥梁，
将关爱送到每一位教工心里， 尤其
是当前“三独”碰撞（老师、家长、孩
子都是独生子女），教师们时常会受
到委屈和挫折，有了“娘家”人的关
爱就有了抗挫的能力。

多年来，工会与党政、妇委会携
手联动，通过生日问候、谈心交心、
生老病死的关怀，创设教师休息室、
绿色书屋和茶歇等关爱活动， 让大
家感受家的温暖。

一位老师在家过生日， 刚点起蜡
烛，敲门声响起，原来是受工会委托的
同事们送来了生日礼物。 礼物虽小，却
让原本性格比较内向的老师激动不已。

“在工作中践行爱， 也得到了回
报。 ”羊靖文讲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去年，有个毕业生叫“小天”，有轻
微自闭倾向，平时沉默寡言，常常哭闹
并做一些危险的事情。

了解情况后， 老师们选择用更多
的爱去帮助他， 在幼儿园里时刻把小
天带在身边， 鼓励让小天为朋友们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园里每一位员工
看到小天，都会主动和他聊几句。慢慢
的，小天变开朗了，还学会了简单的沟
通。“水桶放哪？ ”、“23号杯子没了”、

“塑料袋没了”……虽然只是简单的几
句话，但孩子努力打开了心扉。

爱和温暖，能够传递。

抓建设 单位集体利益放在前

心灵

强业务 岗位培训技能竞赛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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