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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份“美丽”系列文明创建通报

聚焦问题  全域综合整治记者  胡琦旸  
通讯员  周洁栋  周钧烨

“你好，这边不能停车，麻烦请
到前面停车处停车，谢谢。”日前，北
山街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正在宝石
山下二弄对违章停车进行维护。据了
解，宝石山下二弄地处宝石山下，辖区
内房屋及基础设施陈旧、人员复杂，
违章停车、无证设摊、野导黑车等乱
象现象频现，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及游客旅游体验。

今年2月，为解决辖区环境秩序
问题，北山街道联合区城管、区公安
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卫健局、西湖
交警大队等职能部门，以小餐饮、旅
馆、娱乐场为重点，针对各类环境乱
象现象，开展为期2个月的环境综合
整治行动。

目前，该街道共投入执法、检查
等各类人员800余人次，清运整理共
享单车2400余辆，驱离违停机动车
500余辆，劝导整改无证设摊、出店经
营、野导等230余次，清理各类垃圾
近18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12个，拆
除违建1处。

物业服务企业一季度督查排名情况（共60个）
物业服务企业 检查小区 扣分 排名

嘉里建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转塘街道珊瑚沙社区嘉里云荷廷 0 1

杭州郡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紫萱社区协安紫郡 0.30 2

浙江华太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古墩社区西鉴枫景 0.30 2

上海金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三墩镇自在城东苑社区玛瑙湾、镜水岸 0.80 4

杭州泛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灵隐街道黄龙社区黄龙雅苑 0.50 5

上海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蒋村街道西溪里社区万科西庐 0.50 5

融信（福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翠苑街道保亭社区学院华庭 0.50 5

上海景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西溪街道文教社区耀江文欣苑小区 0.50 5

北京泽信乐家浙江新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

文新街道湖畔社区湖畔花园 0.60 9

杭州绿景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西溪街道白荡海社区白荡海人家 0.80 10

深圳市开元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西
湖区分公司

留下街道和家园社区坤和求是里 1.00 11

杭州滨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文华社区金色兰庭 1.00 11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三墩镇华乐社区龙湖水晶郦城，古荡街
道益乐社区龙湖唐宁

1.00 11

华润新鸿基物业管理（杭州）有限公司 转塘街道五云梦湖社区之江九里 1.00 11

浙江波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南都社区天河西苑、桂花园社
区紫金庭园

1.05 15

杭州聚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灵隐街道黄龙社区黄龙世纪苑 1.10 16

杭州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留下街道和家园社区万科玉泉，转塘街
道尚德社区朗郡庭园，蒋村街道蝶园社
区西溪蝶园一期、二期

1.10 16

浙江浙大求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紫金港社区港湾家园，灵隐街道
浙大求是社区浙大求是村

1.13 18

杭州西开发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转塘街道美院社区云溪香山 1.30 19

浙江金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金悦分公司
文新街道香樟社区金都新城、新金都社
区城市花园、德加社区科技新村

1.37 20

杭州钱江人才开发有限公司 西溪街道铁佛寺社区兰庭国际 1.50 21

杭州绿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桂花园社区锋尚苑 1.50 21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第四分公司

翠苑街道花园社区梧桐公寓，文新街道
竞 舟社 区 紫 桂 花 园、沁雅 社 区 丹 桂 花
园、南都社区文溪鼎园、新金都社区桂
花城，三墩镇水月社区国风美域，蒋村
街道西溪里社区西溪里二期，诚园社区
正信苑与守纯苑，转塘街道尚德社区之
江1号小区，五云梦湖社区云栖玫瑰园，
留下街道屏峰社区九月森林

1.52 23

杭州聚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灵隐街道庆丰社区聚丰公寓 1.80 24

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翠苑街道花园社区中豪晴园，文新街道
府新社区颐景园

1.80 24

杭州昌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阳光社区阳光地带 1.80 24

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三墩镇自在城西苑社区林溪里、栖霞居 1.85 27

杭州浩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灵隐街道东山弄社区曙光公寓、曙光社
区曙光新村

1.90 28

浙江丽晶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溪街道花园亭社区世贸丽晶城 2.00 29

杭州利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颐兰社区颐景园荷风苑、颐景园
留云苑

2.05 30

杭州绿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政苑社区政苑小区 2.10 31

杭州品尚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沁雅社区沁雅花园、香樟社区
香樟公寓，古荡街道莲花社区山水人家、
秋水苑

2.10 31

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星洲社区星洲花园 2.10 31

杭州名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府新社区金田花园 2.10 31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三墩镇金禹社区中海金溪园、紫萱社区
中海紫藤苑

2.15 35

杭州郡盛置业有限公司 西溪街道溪畔社区郡枫华庭 2.30 36

浙江耀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文鼎苑社区文鼎苑小区 2.30 36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留下街道翰墨香林社区翰墨香林苑，三
墩镇水秀苑社区水秀苑小区

2.37 38

杭州卓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湖畔社区和润园 2.40 39

浙江臻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墩镇水秀苑社区润达花园 2.40 39

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嘉荷社区嘉绿景苑东园、南
园，华星社区嘉绿青苑，益乐社区毛家
桥公寓

2.60 41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嘉绿苑社区银座公寓，文新街
道德加社区德加公寓

2.60 41

杭州坤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溪街道文锦社区中大文锦苑 2.60 41

浙江省直同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文鼎苑社区冠苑小区、紫金港社
区圣苑小区，蒋村街道府苑社区府苑新
村，文新街道星洲社区紫荆欣苑，西溪
街道文教社区教工路 138 号小区

2.78 44

杭州滨恒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溪街道溪畔社区溪畔花园 2.80 45

浙江天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转塘街道美院社区天阳云筑 2.80 45

杭州群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金乐社区康乐新村、紫金公寓 2.85 47

杭州润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翠苑街道翠苑三区社区逸景湾 3.00 48

浙江缘分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三墩镇水月社区天虹公寓 3.10 49

黑龙江省万联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三墩镇金禹社区白马尊邸 3.30 50

西藏新城悦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西溪街道白荡海社区华海园 3.30 50

杭州广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西苑社区西城年华、西城美墅 3.40 52

浙江万兴恒服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翠苑街道翠苑二区社区学院春晓 3.60 53

杭州大家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古墩社区新安嘉苑 4.00 54

杭州新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墩和社区墩莳家园 4.10 55

杭州安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三墩镇嘉苑社区都市阳光嘉苑、墩和社区
都市阳光和苑、华乐社区都市阳光华苑

4.48 56

杭州明邦保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文华社区桃园春居 4.50 57

浙江金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新街道阳光社区嘉南公寓 4.50 57

杭州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嘉绿苑社区嘉绿名苑 4.60 59

杭州华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荡街道华星社区嘉绿文苑 4.80 60

备注：一季度督查正规物业小区 102 个，分别由上述 60 家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服务。按照物业公司服务
的小区扣分取平均值的方式进行打分。

“美丽乡村”3月份创建排名情况

美丽乡村 所属镇街 
3月

扣分 
排名情况

西湖茶场村 转塘街道 1.6 1

何家村 转塘街道 1.9 2

绕城村 三墩镇 1.9 2

周富村 双浦镇 2.1 4

双灵村 双浦镇 2.4 5

上城埭村 转塘街道 2.5 6

华联村 三墩镇 2.9 7

慈母桥村 转塘街道 3 8

外桐坞村 转塘街道 3.7 9

湖埠村 双浦镇 4.4 10

长埭村 转塘街道 4.5 11

龙门坎村 转塘街道 4.9 12

灵山村 双浦镇 6.4 13

杭富村 双浦镇 7 14

下杨村 双浦镇 7.1 15

桐坞村 转塘街道 7.4 16

三阳村 双浦镇 8.1 17

兰溪口村 双浦镇 8.5 18

龙池村 双浦镇 8.5 18

周家埭村 双浦镇 9.5 20

袁家浦村 双浦镇 9.8 21

城中村 所属镇街 3月扣分 排名情况 

荷花苑 古荡街道 1.8 1

白沙泉 北山街道 1.9 2

东岳社区 留下街道 2 3

古荡湾新村 翠苑街道 2.3 4

益乐新村 古荡街道 2.8 5

骆家庄 文新街道 3.3 6

叶埠桥社区 转塘街道 3.4 7

玉泉村 灵隐街道 3.9 8

杨家牌楼 留下街道 3.9 8

大清社区 转塘街道 4.2 10

五联村 文新街道 6 11

“美丽城中村”3月份创建排名情况

社    区 所属镇街 扣  分 排名

自在城东苑社区 三墩镇 0.8 1

浙大求是社区 灵隐街道 1.3 2

五云梦湖社区 转塘街道 1.3 2

黄龙社区 灵隐街道 1.6 4

南都社区 文新街道 2 5

蝶园社区 蒋村街道 2.1 6

西溪里社区 蒋村街道 2.3 7

和家园社区 留下街道 2.3 7

府苑社区 蒋村街道 2.4 9

诚园社区 蒋村街道 2.5 10

尚德社区 转塘街道 2.6 11

花园社区 翠苑街道 2.9 12

花园亭社区 西溪街道 3 13

竞舟社区 文新街道 3.1 14

紫萱社区 三墩镇 3.1 14

翰墨香林社区 留下街道 3.1 14

湖畔社区 文新街道 3.3 17

新金都社区 文新街道 3.3 17

益乐社区 古荡街道 3.5 19

府新社区 文新街道 3.6 20

桂花园社区 文新街道 3.6 20

香樟社区 文新街道 3.8 22

自在城西苑社区 三墩镇 4.2 23

政苑社区 三墩镇 4.2 23

文鼎苑社区 三墩镇 4.2 23

古墩社区 古荡街道 4.3 26

美院社区 转塘街道 4.4 27

德加社区 文新街道 4.5 28

颐兰社区 三墩镇 4.6 29

曙光社区 灵隐街道 4.7 30

溪畔社区 西溪街道 4.8 31

金禹社区 三墩镇 4.8 31

莲花社区 古荡街道 5.1 33

华乐社区 三墩镇 5.2 34

水月社区 三墩镇 5.4 35

沁雅社区 文新街道 5.5 36

文华社区 古荡街道 5.5 36

金乐社区 文新街道 5.7 38

水秀苑社区 三墩镇 6.4 39

嘉荷社区 古荡街道 6.7 40

阳光社区 文新街道 6.8 41

星洲社区 文新街道 6.9 42

华星社区 古荡街道 7.1 43

嘉绿苑社区 古荡街道 7.1 43

紫金港社区 三墩镇 7.1 43

西苑社区 三墩镇 7.3 46

嘉苑社区 三墩镇 8.4 47

墩和社区 三墩镇 9.4 48

（一）正规物业社区（共48个）

“美丽社区”第一季度督查排名情况

街  道
城中村

扣分
社区扣分

折合后

区级扣分

区级模拟

迎检扣分

市级测评

扣分

第一季度

总扣分

第一季度

总排名

北山街道 4.80 4.63 15.40 —— —— 15.40 1

灵隐街道 8.80 6.65 25.47 —— —— 25.47 2

蒋村街道 —— 10.24 30.72 —— —— 30.72 3

西溪街道 —— 10.53 31.59 —— —— 31.59 4

翠苑街道 8.20 12.66 33.43 —— —— 33.43 5

古荡街道 6.95 14.88 34.56 —— —— 34.56 6

文新街道 15.65 13.38 47.63 —— —— 47.63 7

“美丽镇街”第一季度督查排名情况（A组）

镇、街道
乡村

扣分

城中村

扣分

社区

扣分

折合后

区级扣分

区级模拟

迎检扣分

市级测评

扣分

第一季度

总扣分

第一季度

总扣分

转塘街道 9.48 9.50 13.80 36.92 —— —— 36.92 1

三墩镇 8.65 —— 17.78 41.57 —— —— 41.57 2

留下街道 —— 13.3 12.41 44.29 —— —— 44.29 3

双浦镇 20.19 —— 14.7 56.84 —— —— 56.84 4

“美丽镇街”第一季度督查排名情况（B组）

3月份，区创建办紧紧围绕“保二争一”目标，通过全面督查、重点整改、应急演练，从紧从实推进区级“美丽”系列创建和杭州市第一

季度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迎检工作。现将3月份“美丽”系列创建排名情况进行通报。

区创建办
2019年4月15日

社    区 所属镇街 扣  分 排名
仕林社区 蒋村街道 2.8 1

珊瑚沙社区 转塘街道 2.9 2

秀月家园 三墩镇 2.9 2

石马社区 留下街道 3 4

屏峰社区 留下街道 3.3 5

小和山社区 留下街道 4 6

麦岭沙社区 双浦镇 4.9 7

西穆坞社区 留下街道 5.3 8

三坝社区 三墩镇 5.3 8

蒋村花园社区 蒋村街道 5.8 10

登云圩社区 文新街道 5.9 11

竞渡社区 蒋村街道 6 12

留下社区 留下街道 7 13

吉鸿社区 三墩镇 7.4 14

转塘家园 转塘街道 7.9 15

望月公寓 三墩镇 8.3 16

象山社区 转塘街道 8.5 17

同仁家园 三墩镇 9.4 18

慧仁家园 三墩镇 10.1 19

（三）拆迁安置房社区（共19个）

社    区 所属镇街 扣  分 排名
一一七社区 灵隐街道 0.3 1
宝石社区 北山街道 0.5 2
上保社区 北山街道 0.9 3

沿山河社区 北山街道 1 4
友谊社区 北山街道 1.5 5

翠苑一区社区 翠苑街道 1.8 6
曲院社区 北山街道 1.8 6

铁佛寺社区 西溪街道 2 8
松木场社区 北山街道 2.1 9
文三社区 西溪街道 2.1 9
古北社区 古荡街道 2.2 11

上马塍社区 西溪街道 2.3 12
庆丰社区 灵隐街道 2.6 13

东山弄社区 灵隐街道 2.8 14
金祝社区 北山街道 3 15
求智社区 西溪街道 3.2 16
九莲社区 翠苑街道 3.2 16
古东社区 古荡街道 3.5 18
保亭社区 翠苑街道 3.6 19
文锦社区 西溪街道 3.6 19
文天社区 西溪街道 3.9 21
文教社区 西溪街道 3.9 21

白荡海社区 西溪街道 4.1 23
黄姑山社区 翠苑街道 4.3 24
古南社区 古荡街道 4.6 25

下马塍社区 西溪街道 4.6 25
石灰桥社区 西溪街道 4.6 25

翠苑五区社区 翠苑街道 4.7 28
翠苑四区社区 翠苑街道 4.8 29
古荡湾社区 翠苑街道 4.9 30
茶市街社区 留下街道 5.1 31

翠苑二区社区 翠苑街道 5.2 32
翠苑三区社区 翠苑街道 6.8 33

（二）准物业社区（共33个）

更加宜居  更富活力

北山街道全力打好环境综合整治攻坚战
街面秩序、环境卫生、安全隐

患等是北山街道环境综合整治的

焦点。

自行动启动起，该街道联合区

城管、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聚焦突出

问题，开展联合执法、集中整治。据

统计，累计劝导整改出店经营、店外

堆物、乱挂乱晒等行为170余次；每

周至少开展野导整治4次，累计驱离

野导50余人次，处理3人；拆除违规

安装地锁18处，累计处罚机动车违

停211辆。

据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

道还通过加强对经营户的管理和提

升区域公共硬件设施，从源头入手，

整治区域环境秩序乱象。

一方面，加强经营管理严查商

户资质，全面消除无证、证照不符、

超范围经营等问题，累计核查经营

业户资质32家。

另一方面，督促产权单位和承

租户落实监督管理责任，集中约谈

全体产权单位和承租户，加强对承

租户的管理，确保经营规范、有序停

车、门前三包等主体责任落实。

同 时，为 巩 固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成效，该街道在健全机制、配强人

员、强化技防等方面下功夫，落实

常 态 化 巡 查，确 保 及时 发现 并解

决问题。

比 如，该 街 道 通 过 研 究 制 定

《巡逻检查制度》《门前三包》等

制度，建立完善例会、督查、考核等

工作机制，为常态化巡查提供制度

保障；组建城管执法队员、社区民

警（交警）、党员志愿巡逻队三级

防控网，通过设置巡查岗亭，配备

城管执法队员，开展分组、分岗24

小时轮班巡查，及时解决并上报发

现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该街道还在宝

石山下二弄辖区内安装了两个360

度旋转探头，并将此接入交警和城

管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无证摊贩、

出店经营、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规

停放等面上秩序问题。

立足长效  实施常态巡查

我区防范邪教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静怡 通讯员 周家圆）日前，

我区2019年防范邪教宣传周在双浦镇双灵村启

动。现场，一场主题为“钱塘自古繁华，名山名

湖名茶”科普文化反邪教村民访谈活动，将反邪

教宣传深入到了美丽乡村建设和乡风文明培育

中。

“邪教这个词听着邪乎，但我们生活里还

是能见到的，比如具体哪些是邪教行为，农村很

多老一辈的人分辨得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样的

反邪教科普知识确实应该多到农村宣传。”村民

马大伯不住地点头表示。

据悉，启动仪式结束后，我区各镇街分会将

在接下来一周时间里，开展好“专题研究部署一

次反邪教工作、反邪教工作做好一次结合、抓

好一支反邪教队伍、开展一次无邪教创建、组织

一次反邪教宣讲、开展一次群众性宣传活动”等

“六个一”活动，通过体育反邪宣讲、科普文化反

邪网络直播、反邪教抖音创作等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形式，扩大反邪教宣传影响力。

“只有宣传科学，让科学深入人心，切实增强

群众自觉抵御邪教侵蚀的能力，才能用‘良币驱

逐劣币’，真正达到反邪教的结果。”区科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除防范邪教宣传周外，我区还

将在全区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开展50余

场涵盖体育反邪教、法制反邪教、心理反邪教和

科普反邪教等多方面的科普和反邪教宣传讲座、

展播，提升人民群众反邪教知晓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