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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小区生活垃圾分类9月“红黑榜”
红榜

通讯员 郑闻呈

随着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加快，电梯数量及使用年限

不断增长，电梯安全面临维保行业监督难、大修费用落实

难、使用管理规范难等“三难”问题，由此带来电梯安全隐

患和基层治理矛盾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近日，高新区（滨江）积极推动全区首个住宅电梯“全

生命周期综合保险”成功签约。全区首个电梯“养老保

险”落地浦沿街道钱塘山水小区。

治理创新 电梯有了“养老保险”

“有了这份保险，电梯的安全问题就不用担心了！”钱

塘山水业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小区的20部电

梯使用时间都已将近10年，部分零部件已经老化。电梯

保养、零部件更换，已成为业主们头疼的常见问题。

区市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保险合同的约定，未

来小区的电梯日常维护保养、日常使用过程中的零部件

维修更换、大修改造到老旧后的置换更新等全生命周期

管理成本和费用支出，都将转嫁给专业保险机构，并采用

“先修再赔”模式由保险机构“兜底”，构建形成政府监管、

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管理新模式，确保住宅电

梯的维护和管理更加便捷高效、运行更加安全。这也是

滨江积极探索电梯安全社会综合治理的新模式。

部门协作 办好民生小事

小小电梯，却事关千家万户每天的出行。

前期，为更深入了解居民所困所需，高新区（滨江）在

召集了辖区内重点维保单位、物业负责人进行部署和动

员，引导电梯使用单位根据自身需求，把电梯养老综合保

险模式作为优先采用的电梯安全管理方式，最终确定钱

塘山水小区为第一批试点单位。

此后，区市监局积极与物业、业委会和保险公司沟通

协调，小区业主也用“城市大脑”业主决策投票系统表决

通过了小区电梯以“全生命周期综合保险”模式作为电梯

安全管理的新方式，最终确保了电梯“全生命周期综合保

险”在高新区（滨江）的落地。

同时，通过了解掌握各方所需，改进完善保险运行模

式。鼓励保险公司细化电梯养老综合保险产品，设计开

发不同种类的保险产品，满足使用单位多元化、多层次的

需求。

此外，区市监局还向电梯各相关方宣传电梯养老综

合保险模式的功能作用，提升了电梯各相关方对保险的

认识和认可程度；草拟《关于加强安置房小区电梯专项治

理工作的意见建议》上报区政府，将在安置房小区率先推

广全生命综合保险列入其中，强化部门协作，共同做好组

织推动工作。

据了解，下一步，高新区（滨江）将以此次电梯“全生

命周期”综合保险落地为契机，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发

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和风险管理作用，提升电梯使用管理

和维保水平，促进电梯安全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进一

步提升。

长河老街历史街区中，“来”是大

姓。许许多多的来氏后人在此繁衍、生

息。其中，就有革命烈士来宝坤。

走在长河老街上，穿过财神桥桥头，

抬头一看便是几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依

水而建。一问起周围的老邻居，他们都

知道来宝坤的故事。90多年前，他曾组

织千名农民开展革命，怒砸当时的伪警

察所，作为党代表出席中共“六大”……

时光荏苒，如今的长河农民协会旧址，是

长河地区农民运动和中共地下党活动的

见证，富有革命教育意义。

长河农民协会旧址包括坤记理发

店、“宝坤故居”、新塘庵、朱天庙、法华禅

院，分别属于长河街道天官社区、山一

村、傅家村；浦沿街道山二村，是长河农

民协会领袖来宝坤和长河农民协会进行

革命活动及居住的地方。

一直以来，滨江区执行“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

工作方针，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修缮保

护及日常维护工作，先后对长河农民协

会宝坤故居、朱天庙、法华禅院进行修

缮。在保留原有立面风貌的基础上，对

一些后期拆改部位进行保护性修复，修

复室内木质等特色构件，同时改善水电、

消防等配套设施，整治提升院落环境。

同时，在“宝坤故居”不远处，还设立

了长河革命历史纪念馆，馆内详细介绍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所取得的

光辉业绩和中共六大代表来耀先同志的

英雄事迹。近年来，各职能部门党支部、

街道社区党支部、学校都在这里开展了

革命传统教育，长河革命历史纪念馆已

逐渐成为滨江爱国爱党教育基地之一。

让文物活起来——

滨江推进文物建筑修缮活化利用滨江推进文物建筑修缮活化利用
记者 张婷婷 通讯员 沈蕾鸣

高新区（滨江）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2500年前，范蠡在此筑固陵城，吴越在此风云争霸；1700年前，浙东运河在此开通，隋唐运

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从此相连；400年前，这里走出45位举人、27位进士、从内阁大学士到知府县令，380余位清官廉吏为国奉献；90

年多前，这里走出了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农民革命烈士……直到今天，滨江境内西兴、长河老街内还保存着明清以来的街坊格局

和古建筑群，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故事。

托尔斯泰曾说：“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传记”。文物得到保护，历史才能传承。如今，杭州市“十佳文物保护利用案例”评选活动正在进

行中。由滨江区选送的大运河西兴过塘行码头及屋子桥、长河老街历史街区、长河农民协会旧址3个项目成功入选示范案例，角逐前十。

翻开历史画卷，这三处文物讲述了怎么样的历史故事呢？

西兴过塘行码头及屋子桥位于西兴

老街。过塘行码头处于浙东运河端头，是

大运河重要的遗产点。古时，西兴被称为

固陵、西陵，是浙东运河的起点。浙东运

河在历代漕运和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明万历年间，过塘行这一特殊行业随

着西兴的商业繁荣而诞生。过塘行，即转

运栈，专门负责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之间的

货物、人员转运工作。如今的西兴老街就

保存了大量的“过塘行”旧址。

据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西兴

过塘行码头遗产区的保护修缮工程在保

持和延续现有功能的基础上，修复展示重

要文物历史遗存，使运河整体风貌特征得

以完整展示。运河陈列馆则详尽介绍了

运河、老街的历史沿革、人文故事等，使人

们充分了解运河端头的繁华故事。

从过塘行码头陈列馆中走出，沿着河

道向东走，就能看到屋子桥。桥体用石头

筑成，桥底用现代造桥技术加拱支撑。据

了解，现桥体为清康熙年间重建，为马蹄

形单孔石拱桥，整体保存完整，是单孔薄

墩薄拱实腹石拱桥现存实例。

“当时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屋子桥自然

风化损害较为严重，为切实地保护文物本

体、消除安全隐患，2012年我区开展了屋

子桥修缮工程。”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修缮方案遵从“不改变原状、可识别、可

逆及原材料、原尺寸、原工艺”的原则，邀请

权威专家多次实地踏勘研究修缮方案，最

终确定桥面板整体翻修，拱券钢支撑，其他

桥体整修的方式进行加固修缮。如今的屋

子桥，安静地横卧于浙东运河之上，斑驳风

化的石头诉说着历史，现代的加固则阐述

着文物保护的细心和用心。

运河开端 西兴过塘行码头

一河一街 长河老街历史街区

而在长河，滨江还有另一处历史老街

——长河老街历史街区。街区就藏在充

满烟火气的城市中，保护区面积达 18.38

万方。

长河老街的历史，有记载的可以追溯

到六朝时代，此地逐渐成为堆积平原，渐

有村落住户。南宋之初，金兵南侵，大量

氏族随康王南渡，定居长河。

长河老街是依托便捷的水运交通而

兴旺发展起来的集镇，以长河为轴线，“临

水成街，因水成路，依水筑屋”，形成江南

水乡“一河一街”的水街格局。街区内现

存的传统民居大多属清至民国初的建

筑，布局多天井、院落。构造为小青瓦屋

顶，空斗填充墙，立贴举架，木椽屋架，观

音兜山墙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粉墙

黛瓦、庭院深深的建筑群体风貌特色。长

河有名的“九厅十三堂”明朝来氏家族鼎

盛时期的官邸就坐落于此。

近年来，滨江先后完成长河农民协会

修缮工程，光裕堂小厅、慎俭堂、慎友堂等

文物、历史建筑的保护性修缮。对危旧房

进行了全面修缮，努力做到修旧如旧，已

完成27期危旧房修缮，涉及住户352户。

与许多的文物建筑不同，长河老街是

“活”的——至今仍有超过600户居民居住

于此。老街不仅是文物，更是居民的家。

“街区内建筑大多是砖木结构，建筑

密度大，供电线路复杂，且部分电力线老

化、超负荷运作，火灾较大隐患大，消防改

造迫在眉睫。”天官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2015 年 12 月，天官社区率先在老街

范围内实施智慧消防工程，安装智慧消防

电气火灾报警系统、烟感报警系统。目前

为止，长河老街共计安装548户，老街范围

内的文物、历史建筑做到了全覆盖。通过

该工程的建设，实现对古建筑类场所实

时、长久的安全监控，能够及时感知到风

险因素，将消防安全问题预防在先，是杭

州文物“智慧消防”应用的典型案例。

革命故事 长河农民协会旧址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小区
盛庐小区

莱蒙水榭春天
观邸国际
滨兴家园
官河锦庭
缤纷东院
铂金名筑
钱塘山水
风情苑

巧圆公寓

所属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西兴街道
长河街道
浦沿街道
西兴街道
浦沿街道

所属社区
钱潮社区
奥体社区
六和社区
江二社区
官河社区

七甲闸社区
晶都社区
东信社区
西陵社区
西浦社区

考核成绩
95
95
93
92
92
92
92
90
90
90

物业服务企业
杭州佳友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莱蒙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龙湖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兴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彩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市湘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序号
1
2
3
4
5

小区
春波南苑（含新区）

滨康小区
农居SOHO
金盛曼城
春波西苑

所属街道
长河街道
西兴街道
长河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所属社区
江一社区

庙后王社区
山一社区
明德社区
江一社区

考核成绩
40
42
43
45
45

物业服务企业
杭州美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兴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银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美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梯“养老保险”滨江力推维保新模式

黑榜

通讯员 刘晓娟

“污水零直排”是全省“五水共治”的重点工作，是提

升水环境质量的创新之举，也是加快治水从末端治理，向

源头治理转变的关键一招。

今年，我区将“污水零直排”工程与老旧小区改造相

结合，开展环境提升。截至2020年9月中旬，长河街道凤

凰苑、孔雀苑、长江小区、滨兴北苑、滨兴西苑、鸿雁苑、春

波、春波南苑、春波东苑、春波西苑、滨兴家园、滨兴（西

区）、滨兴东苑、冠山小区、长虹苑、长江西苑、滨兴（江一）

等17个小区，已全部完成污水零直排整治施工并通过初

验收，其中冠山、长虹苑、长江西苑小区列入环境综合整

治，污水零直排部分在综合整治中已一并实施完成。

浦沿街道浙新、钱塘福苑、大同公寓、联庄公寓、火炬

小区（三期）、新浦苑等6个小区，已全部完成污水零直排

整治施工并通过初验收。

安置房“污水零直排”建设，涉及生活小区和餐饮、农

贸市场、沿街店铺等可能产生污水的行业。曾经，这是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中的难点。

区建管中心积极探索自包自负自管自理的“四位一

体”标准化管理，形成政府和社会“双轨齐驱”的治污新模

式，并配合属地街道，计划2020年内实现安置房小区商

业用房中“六小行业”污水预处理全达标。

针对小餐饮、洗车、美容美发、洗涤、旅馆、洗浴等“六

小行业”商家，相应制定隔油池、沉淀池、毛发收集井（器）

等污水预处理设施建设标准。建立污水预处理设施名录

库，设置污水预处理设施，覆盖率达100%。

以往每逢雨季，雨水和污水一并流入小区附近的河

道，造成污水对河道的污染。据悉，今年滨江区计划投资

4亿多元，全力推进“污水零直排”项目建设，进一步巩固

“五水共治”成果。其中，49个生活小区将实现雨污“分

家”，惠及逾20万居民。

区建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雨污“分家”项目是通

过在外墙装置立管，雨水污水将各行其“管”，河道不会再

有生活污水排入，也便于污水的收集。外墙立管不仅维

修方便，更重要的一点是，可以从源头实现雨污彻底分

流。今后，滨江区内的安置小区一旦列入提升改造名单

后，外墙立管将会成为首选。

由点及面 全力推进污水零直排整治

11
12
13
14
15

景江苑
玲珑府
御江苑

风雅钱塘
海威国际

浦沿街道
西兴街道
浦沿街道
长河街道
长河街道

之江社区
官河社区
信诚社区
月明社区
观潮社区

90
90
90
90
90

浙江银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众恒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世茂天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张超）近日，江晖路（滨盛

路—闻涛路）地面道路正式通车。至此，望江隧

道主体隧道及地面道路全部向市民开放。

据了解，本次开放，是继 2019 年 12 月 15 日

望江隧道试通车，隧道主线及出口匝道开放，

2020年1月9日完成雷霆路、滨盛路入口匝道开

放之后的第三批市政道路开放。

开放路段涉及江晖路、滨盛路、闻涛路、科技

馆街等市政道路，对缓解滨江核心区交通压力具

有重大意义，既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出行条件，又

为高新区（滨江）的城市发展筑牢了交通基础。

望江隧道历时五年建设，全长3.59公里，位

于钱江三桥和钱江四桥之间，隧道一头连着钱塘

江北岸的望江路，另一头连着钱塘江南岸的江晖

路，宽度为双向四车道，作为继庆春隧道之后，杭

州的第二条城市过江隧道。

江晖路地面道路通车

本报讯（通讯员 蒋浩哲）近日，西兴街道白

鹤苑农贸市场开业。市场位于马湖社区白鹤北

苑小区东南角，一号路与江晖南路交汇口处。

白鹤苑农贸市场是 2020 年区、街两级民生

实事项目，作为周边社区居民期盼已久的菜篮子

工程，西兴街道克服疫情影响，如期完成了市场

装修、设备安装调试、场地招商和人员培训等工

作，于10月9日开门营业，设有54个摊位，总面

积为1600 平方米。市场设有蔬菜、水产、肉类、

水果、熟食、粮油干调、禽蛋、烘焙等业态，将极大

缓解马湖社区及周边居民“买菜难”问题。

白鹤苑农贸市场开业

本报讯（通讯员 熊娇） 10月10日，浦沿街

道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正式启用。

其实，浦沿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以下简称“矛调中心”）的前身，是金牌和事浦沿

街道“矛调中心”集基层信访和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基层社会治理事件处置、基层社会风险研判

等三大功能为一体，整合司法、行政、信访、劳动

监察等力量资源入驻，以“基层治理四平台”为支

撑，为群众提供来访接待、矛盾纠纷调解、信访代

办等服务。聚焦诉讼、信访、110报警三大矛盾纠

纷，形成“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上下联动、左

右协调的治理模式，深入推进诉源、访源、警源的

“三源融合”治理。

同时，“矛调中心”以数字赋能矛盾纠纷化

解，结合中心资源优势，对接滨江区“一码解纠

纷 (诉讼）”平台，后端处理分流化解。

浦沿矛调中心启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