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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近日，县第二小学城北校区举
行启用仪式。这意味着，经过两年
半的时间，学校建设已经告一段落，
今年9月份，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

“城北校区的建成，将进一步
缓解县城区小学就学压力，提升基
础教育保障能力和办学水平，满足
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
需求。”县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 据 了 解 ，整 个 学 校 总 占 地
47000 平方米，总投资 1.45 亿元，
可同时容纳 36 个班级 1620 名学
生。项目于 2018 年 6 月动工建
设，2018 年年底结顶，2019年年底
完成内部装修。

校园以灰白色调为主，简洁大
方。入内，左边是崭新的300米塑
胶跑道。右边 3 幢教学楼紧密相
连，即使下雨，穿梭其间也不用再担
心被淋湿。教室课桌椅全部采用塑
胶环保材料，黑板也较以往有所不

同。“这是壁挂式白板一体机，近 3
万元一套，它集成性强，安装了音
响、扩音系统，通过它，教师可以把
抽象的知识用图片、视频等形式展
现出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而且还可以提高课堂效率。”
教育局派驻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方
勤周说，新教学楼还以 1：1 比例配
套了多功能室，包括木工坊、舞蹈
室、实验室等，有利于学生全方位发

展。除此之外，学校建设更重细节，
比如连廊上百余平方米的活动空
间、走廊上为防积水的凹槽设计等。

学校投入使用后，将成为县第
二小学教育集团分校，将与二小递
铺分校实行统一管理：学校发展统
一规划、教育教学统一组织、教研教
改统一运作、人事调配统一安排、后
勤基建统一管理、教育资源统一共
享。“我们将充分发挥第二小学的品
牌效应，通过辐射引领，快速提升城
北校区的办学水平和质量。”二小有
关负责人张大勇说，今后，递铺校区
每年都将选派一定数量的骨干教师
到城北校区任教，同时建立两校区
教师轮岗流动机制，计划在5年内，
实现两校区骨干教师、班主任基本
平衡。

据了解，目前，城北小学已招收
10 个班级学生（分别借读在七小、
二小递铺校区），下学期，他们将与
新入学学生一同搬入新校舍，开启
新学年的学习。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实习生 谭艺 通讯员 李敦扬）

随着近期递铺港（绕城南线至
凤凰水厂）西侧景观工程建设完成，

“观港带”风情初显。近日，县城投
集团启动天目南路、递铺港（望山路
至绕城南线）东侧景观工程，进一步
完善城南区块配套设施，同时宣告
递铺港沿线“打通”真正进入了倒计
时阶段。

去年，县城投集团完成三项“递
铺港走通”工程：环翠路至望山路

段、绕城南线至凤凰水厂东侧段、城
北大桥至灵芝桥西岸段。建设完工
后，递铺港沿线望山路以北和绕城
南线以南打通，但中间却形成了一
条“断头线”，沿河滨建设的游步道
在此被截断，这为实现“‘走通’递铺
港”形成了一大障碍。

为“打通”递铺港，6月15号，城
投集团在完成包括征迁在内的一系
列准备工作后，总长 550 米的天目
南路、递铺港（望山路至绕城南线）
东侧景观工程正式启动施工。“断头
路”将改头换面成为“接头路”，最后

一个“堵点”将被打通，离真正实现
“走通”递铺港又近了一步。

据了解，天目南路、递铺港（望
山路至绕城南线）东侧景观工程的
建设，为群众出行提供更多选择，将
有效缓解第三小学、少体校的上下
学交通压力。与此同时，游步道、休
闲设施、公园以及绿植绿化的建设，
将提升完善附近小区休闲配套设
施，让安泰凤凰名城、爱家锦绣澜岸
花园等小区居民有了更多休闲场
所。“老百姓的幸福感会更足，同时
也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推动城市

发展。”集团建设板块市政工程部经
理余国玺解释。

这是推进城市建设的“一小
步”，也是递铺港“走通”实现的“一
大步”。建设完工后，沿途整洁的游
步道、精心雕刻的石墙木栏、定期修
整的绿植，都将成为递铺港沿岸最
靓丽的一道风景线。据悉，该工程
将于年底完工，而同样预计年底完
工的望山桥将于8月份正式启动建
设，“以桥互通”连通递铺港两岸。
届时，递铺港将会真正实现“走通”

“畅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通讯员 俞毅）

最近，领到了县综合执法局灵
峰执法所赠送的废旧轮胎，灵峰中
心幼儿园园长俞明霞十分开心，这
样一来，预计于9月份投入使用的
灵峰中心幼儿园分园香缇溪岸幼
儿园的游戏材料就有了着落。

据悉，轮胎是安吉游戏材料的
一种。“像这种低结构、无结构、可
移动的材料，孩子进行安吉游戏时
能够单独使用，也能够组合使用，
能够让孩子充分发挥想象力，也可
以锻炼孩子的大肌肉。”俞明霞
说。在全县，轮胎作为安吉游戏的
材料被广泛使用。

一边有需求，一边有供给。灵
峰执法所辖区内有20多家汽车维
修店，废旧轮胎的处理一直是个问
题。摆在店内，占用空间；摆在店
外则影响市容环境；请人来收，一
个两个轮胎还不一定有人来。“既
然幼儿园有需要，汽修店有多余轮
胎，能不能把这些轮胎重新利用起
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灵峰执法
所就萌生了变废为宝的念头。

这个想法得到了多方认同。
俞明霞表示，只是表面磨损的废旧
轮胎，作为安吉游戏材料来说绰绰
有余，采用废旧轮胎还能减少不必
要的开支。几家汽修厂、轮胎店也
纷纷表示，如果自家处理不掉的轮
胎能够用于教育事业，则是一件大
好事，他们都支持。

于是，灵峰执法所便走进各家
汽修厂、轮胎店，精挑细选了40只
没有破损的废旧轮胎并送到了幼
儿园。俞明霞十分感谢执法所的
服务，她表示，接下来会对轮胎进
行清洗去污，用于组织学生自由涂
鸦，组成沙坑围挡，训练孩子平衡
能力等方面。“教育不是关起门来
就变成了学校一家的事情，而是需
要全社会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环
境，执法所的帮助正是共建共育理
念的体现，这也是安吉游戏的理念
之一。”她说。

这次变废为宝，也助力了“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让绿色生活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我们接下来
也会积极以‘三服务’为抓手，当好

‘绿色服务员’，倡导绿色生活的理
念。”灵峰执法所教导员车小燕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通讯员 赵璐）

近日，安吉县在全市率先建立
医保领域精准救助联席制度。

据了解，县医保部门在“安吉
医疗保障精准扶弱平台”实施困难
群众数据全面共享、精准识别的基
础上，联合民政、卫健、退役军人和
残联等单位对医保领域救助工作进
行精准排摸，对系统、信息更新不及
时等相关潜在问题进行分析，协商
解决办法，实现了参保缴费有资助、

待遇支付有倾斜、基本保障有边界、
管理服务更高效、就医结算更便捷，
确保困难群众医保待遇应保尽保、
应享尽享。在此基础上，医保、民
政、卫健、退役军人和残联等部门建
立了联席制度，通过定期开展业务
工作对接会，并请第三纪检监察组
参会、监督，切实保障建档立卡符合
条件的困难群众医疗保险参保率
和医疗救助政策得到落实，共同推
进清廉医保建设。今年以来，全县
困难群众的参保率和待遇享受率
已连续6个月达100%。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泽宇
通讯员 金玮）

“以往发生外破事件后，即使
供电公司掌握了外破所有证据，依
然无法对肇事方造成震慑，肇事方
往往都会以各种理由进行推脱，拒
绝赔偿，时间长了很难索赔。”近
日，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凤凰供电
所安全员李诗勇在采访时，告诉记
者。这是供电公司各基层单位多
年来在追讨索赔款时的一个缩影。

自 2018 年以来，该公司共发
生外破事件上百起，经济损失巨
大，即使能够讨回部分赔偿款，时
间跨度长，究其根源就是“供电公
司不具备行政执法权”。为了彻底
解决这一突出的问题，县供电公司
积极对接县综合执法局，今年4月
28 日“安吉县电力行政执法办公
室”揭牌成立。

自该办公室成立以来，该公司
联合安吉属地执法所对“三机三
车”、重要场所等开展有针对性的
执法宣传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
在近几期的高压线路外破的处置
上，电力行政执法办公室发挥了积
极作用，综合执法所的人员对态度
恶劣的肇事方进行严肃的法律教
育，索赔损失款 12.12 万元，不但
挽回了经济损失，节约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成本，也提升了追讨效率。

县供电公司将继续依托电力
行政执法办公室，开展好电力设
施保护宣传和外破处置工作。对
积极配合进行事件调查和赔偿
的，将直接由属地供电所开展相
关工作；对事实依据清楚的情况，
还故意肇事的，将依托属地综合
执法所和公司警电联络室联合开
展执法惩戒，对肇事方起到震慑警
示和教育作用。

县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甘当“绿色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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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南路、递铺港（望山路至绕城南线）工程启动施工

“走通递铺港”进入倒计时

近日，在上港国际集装箱码头，湖州海关驻安吉办事处正在快速验放自美国、尼日利亚等国进口的28个集装箱木材。据悉，
安吉办事处不断优化进口原木检疫作业流程，疫情期间还启用“企业不到场协助查验”作业模式，有效解决企业往返港口、场站不
便等问题，提升海关查验效率。今年以来，办事处累计监管进口木材91批，795标箱，同比分别增加148%和170%。

全媒体记者 张卉 通讯员 杜林超 摄

快速查验 服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