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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残疾人网创工作获央视关注
日前，中央电视台《道德与法制》栏目，报道了

我区残疾人网创人员代表游林冰的创业故事。近年

来，我区积极开展残疾人电商产业帮扶工作，50余名

残疾人在“橙蓝e家”残疾人电商平台开店创业。            

（欧阳胜）

我区“3+6+X多元救助模式”获全市第一
日前，全市13个县（市、区）共16家单位参加

2018年度全市民政系统创新创优项目评审，我区报

送的“积极探索打造3+6+X多元救助模式”获90.09

分，是唯一一家超过90分的单位，位列第一。                                                  

                                                     （袁　芳）

本报讯（通讯员 吴晓飞 记者 沈文娟）日前，经市区两级多

方联动，西湖城投集团完成了西溪湿地一期等共1928套拆迁

安置房的产权过户登记工作。

“西溪湿地权证办理于2009年陆续启动，因资料不齐、

税制改革等原因，在完成安置房总证办理后一直未能完成分

证办理。”西湖城投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办证报批数量很

大、产权主体较多、办理流程复杂、协调单位很广，且部分产权

主体已灭失，这在省内市区都没有参照先例。

为妥善快速推进安置房办证工作，市区相关部门先后召

开6次专题会议，协调主体灭失、税费缴付等问题，明确产权

过户办理流程，定期协调推进安置房办证工作。为加快过户登

记工作，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集了3个网点受理接件，市区地

税简化审批流程全程督办，西湖城投现场全程驻点协办，从

进件到全部申领完成仅用时26天，就顺利完成了原计划6个月

申领时限办证流程，充分体现了“西湖速度”。

“马上就可以办理分证了，这下我们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了！”西溪湿地一期安置在蒋村花园的住户蒋阿姨听到这个好

消息，兴奋地说。目前，西溪湿地一期的住户可凭借所在街道

提供的安置核查信息和拆迁主体清单，把产权证办到个人名

下，上市交易。西湖城投将按照前期的操作流程，加快区本级

安置房总证和分证办理工作，让更多的住户都能拿到拆迁安

置房的“身份证”。

仅仅26天

西湖城投完成1928套拆迁安置房产权过户登记

本报讯（通讯员 周钧烨 记者 陈静怡）“我家里去年的报纸

还没卖掉，需要多少积分才可以换一支牙膏？”家住北山街道宝

石新村的黄大伯来到小区北门，向身穿蓝色马甲的环保志愿者

询问。日前，垃圾分类可回收活动在北山街道保俶小区、总工会

宿舍、桃园新村、宝石新村等活动点陆续启动。

活动中，居民可用日积月累下来的“库存”兑换相应的积

分。据介绍，积分兑换分为蓝积分和绿积分。居民将废旧纸板、

报纸、饮料瓶等可回收资源收集起来到指定活动地点，即可获

得等值蓝积分。蓝积分可用于兑换蔬菜、米面油、日用品等商品

或等值的便民服务。若居民每天定时定点正确投放一次厨余垃

圾，即可获得一个绿积分。绿积分可用于兑换鸡蛋等生活用品

或磨刀等便民服务。

截至目前，该街道共回收了纸质废品198.5公斤，金属废品

23.6公斤，织物废品21.7公斤，有毒有害垃圾32件，废弃家电3件。

“下一步，我们将这类活动作为一项持续性、日常性工作

开展，从培养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开始，建立垃圾分类可回收活

动示范点，把垃圾分类由点到面普及，最终延伸至街道的每个

社区。”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变废为宝  积分兑换

北山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回收活动

本报讯（记者 叶子 通讯员 李林峰）昨天下午，转塘街道

尚德社区文化家园人声鼎沸，国际跳棋世界冠军安德烈·卡

尔马科夫以及国际跳棋全国冠军田晟宬、李晶一起来到这

里，和50名小朋友们进行了一番国际跳棋车轮战。

安德烈和田晟宬、李晶这次来到杭州与小棋手交流，是

受市中国棋院杭州分院西湖区智力运动推广中心以及西湖区

智力棋牌运动协会的邀请。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形式，推广国

际跳棋，让更多人关注并热爱这项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转塘街道尚德社区文化家园作为本次活

动的举办地，也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智力运动推广点。据转

塘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尚德社区经常通过社区文化家园

开展相关的活动，同时还在辖区招募棋类爱好者给予免费讲

座、培训等教学活动。辖区内还会定期组织有棋类基础的学

员进行考级以及参加各类竞赛活动。”

“学习国际跳棋是一扇开往益智列车的门，为我们打开

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项充满魅力的运动。”转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转

塘街道将立足西湖，努力为杭州打造名副其实的中国棋类运

动副中心的目标而努力。”

世界冠军陪你迎新春

国际跳棋走进社区文化家园  

本报讯（记者 泮巧露 摄影 张闻涛）在杭

州汽车西站，踏上过年回家路的林先生

一家拿着“福”字，在记者镜头前留下

了喜悦的画面。“小朋友回家很开心，

早就闹着要回家过年了。家里的老人

也都在等着我们回家，几天前就打

电话问我啥时候回去，我也很想他

们呢！”

“回家过年”，牵动着亿万中国

人最温馨的情愫。随着春节假期临近，

越来越多像林先生一样的市民踏上了返

程过年路。

本报讯（记者 胡琦旸 通讯员 

朱丽亚 王健）春节将至，寒冬腊

月正农闲，可三墩镇华联村的村

民郎国标却迎来了最忙碌的时

节。在家附近的兰里景区里，他

所经营的农家乐——“华联农家

大院”将在春节期间迎来游客到

访高峰。

为了让客人们充 分感受 新

春气氛，郎国标和妻子早早开始

准备，挂上灯笼，贴上窗花，备

上休闲零食。

“我们还亲手制作了酱鸭、

酱肉、酱鱼干以及腌猪蹄，让大

伙儿尝尝我们这几道风味独特

美食。”郎国标指着院里晒着的

“年货”说道。

“华联农家大院”共两层，

面积约500平方米，设置12个包

厢，可容纳260余人。据郎国标

介绍，几天前，他已陆续接到订

餐电话，生意很红火，订餐表已

经排到了大年初五。

除了“年货”，他还特地更

新了菜单，推出桂花莲藕、西湖

醋鱼、东坡肉等特色杭帮菜，让

到访游客品尝到杭州美食。

说起来，郎国标回到华联村

开起农家乐，完全得益于兰里景

区的创建。“原先我们一直在三

墩镇上经营饭店，建起景区后，

环境好了，游客越来越多。我们

一想，在家门口也能做生意，是

个不错的机会，就把镇上的店关

了，在景区办起农家乐。”

去年10月，兰里景区开园。

景区所在的绕城村、华联村，通

过一年多的蝶变，从过去的城郊

乡村，变身为远近闻名的“网红

村”，切实改变了当地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郎国标算了一笔

账，开了农家乐后，生意一直不

错，节假日期间更是火爆，月收

入最高曾达50万元。“家门口上

班，而且是景区，心情好，钱也挣

不少，还能照顾家里，多好。”郎

国标说。

同样 在华 联 村，村民高再

生正忙活着给家里增添新年色

彩。“这幅春联是我们村里书法

家写的，手写的春联有传统年味

儿，比外面买的更有意义！”

谈 起 这几年的变化，高再

生 难 掩 激动 之情：“ 村里 的 条

件，几 个月一小 变，一 年 一 大

变。乡村整治之前，不少村民的

旧房子都比较分散，家里条 件

也不好，好几户人家还用柴火烧

水、煮饭。如今，大伙儿都住进

新居，屋外的装饰及公共设施都

是统一打造的。去年6月中旬，

村里还安装了地下管网，家家户

户都接上了管道天然气，生活更

方便了。”

正 如高再生 所 说，如今的

华联村，不仅环境优美，还增加

了不少公共设 施。整修扩张的

华联公园、风景如画的游步道、

器材完备的健身区域，村民 们

出了家门就能找到休闲娱乐的

场所。

不仅仅是华联村，绕城村的

村民，也切实感受到美丽乡村建

设带来的变化。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开展后，

村里的违章搭建不见了，周边环

境变好了，王炳松的家中也热闹

起来了。“以往，我们都会在春

节期间去西湖边、灵隐寺逛逛，

或者是去外地旅行。今年可不同

了，我家附近就变成了景区，亲

戚们都被我邀请来家里过年，不

用跑大老远就能享受美景，还可

以体验老底子的农耕乐趣。多亏

了美丽乡村建设，我做梦也没有

想到村里能变得跟城市一样整

洁有序，相信我们的日子会越来

越好。”

除了生活变化，王炳松还跟

记者聊起刚启用不久的绕城村文

化礼堂。“上个月村里举办了‘村

晚’，别提多热闹了，我们一家人

都去现场看，表演真是精彩！”

据王炳松介绍，自从村里有了文

化礼堂，村里还定期组织电影放

映、送戏下乡、文艺演出等活动，

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好多从不出

门的老人也赶来参加了。在即将

到来的春节里，也将有更多民俗

活动推出，外来的游客可尽情享

受美丽乡村的风土人情，而这里

的村民们，更能在节日中感受家

乡的变化和繁荣，增添了一份对

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自信。

有美食  有美景  更有年味

乡村振兴结硕果  农户迎来幸福年

新春走基层

我区春节期间文化礼堂、文化家园活动看过来

日期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2月5日 下午2:00 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文化礼堂 翁仁康专场演出

2月9日-2月15日 全天 文新街道骆家庄文化家园 骆家庄社区新年七天乐

2月10日-2月12日 下午、晚上各一场 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文化礼堂 春节越剧大戏

2月13日 上午9:00 北山街道曲苑社区文化家园 曲院社区好书推荐——阅读分享朗诵会

2月13日 上午9:00 北山街道上保社区文化家园 上保社区手工制作课堂

2月14日 晚上6:30 双浦镇龙池村文化礼堂 杂技演出

2月15日 下午2:30 翠苑街道翠苑四区文化家园
手工非遗制作“一分钟带你穿越千年”的

雕版印刷体验活动

2月17日 晚上6:30 双浦镇下杨村文化礼堂 元宵节文艺晚会

2月18日-2月19日 18日晚上、19日全天 古荡街道文化家园 猜灯谜、剪纸、制作灯笼、吃汤圆

2月18日 下午 留下街道东穆坞村文化礼堂
西溪文化研究会戏曲分会京江越剧团

演出古装喜剧《王老虎抢亲》

2月19日 全天 北山街道弥陀寺公园/浙江图书馆 北山街道元宵群众文化庙会

2月19日 下午2:00
西溪街道西溪城市文化公园

（求智社区文化家园）
品元宵、猜灯谜、赏灯

2月19日 下午2:00
西溪街道石灰桥新村小广场（晴）

石灰桥社区文化家园（雨）
游园、猜灯谜、赏灯

2月19日 下午2:00 西溪街道白荡海社区文化家园 文艺表演、猜灯谜、有奖问答

2月19日 上午9:00 灵隐街道曙光社区文化家园 元宵节送温暖、吃汤圆

2月19日 下午2:00 蒋村街道蒋村花园社区文化家园 蒋村伢儿“闹元宵”系列活动

2月19日 晚上6:30 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文化礼堂 元宵晚会

2月19日 全天 转塘街道桐坞村文化礼堂 春节喜剧大表演

2月19日 西苑社区年后通知 三墩镇西苑社区文化家园 元宵节猜灯谜活动

2月19日 绕城村年后通知 三墩镇绕城村文化礼堂 元宵节越剧专场

2月19日 文鼎苑社区年后通知 三墩镇文鼎苑社区文化家园 猜灯谜、赏花灯、吃汤圆元宵喜乐会

春节即将来临，我区各文化礼堂、文化家园已开启闹新春模式。一场场文化盛宴相继来袭，让欢喜过大年的年味四溢飘香。

满回家路  团圆过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