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 月 17 日2017年“春风行动”爱心榜

临安市 2017 野春风行动冶 累计募集捐款总额为 3226195.1 元 渊截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 15院30冤
捐款热线院63968585
地址院衣锦街工人文化宫 2 楼渊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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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临安市板桥镇三口小学
临安市科协
临安市教师进修学校
临安市潜川镇中心幼儿园
临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临安市玲珑小学
临安市天目山镇人民政府
临安市衣锦小学
临安市天目山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临安市锦城街道中心幼儿园
临安市编委办
临安市委统战部（仕建国）

临安市锦城镇中心学校
临安市锦城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临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临安市教育局教研室
临安市体育指导中心
临安市实验初级中学
临安市於潜教育辅导站
浦发银行临安支行
临安市昌化教育辅导站
临安市青山中心幼儿园
临安市岛石中心幼儿园
临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临安市昌化镇第一小学
临安市清凉峰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临安市清凉峰镇洲头小学
临安市清凉峰镇颊口小学
临安市清凉峰镇马啸小学
临安市天目山镇西天目小学
浙江省临安中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
临安市石镜小学
临安市昌化镇第二小学

金额
2700.00
3900.00
8200.00
3700.00
9500.00
8800.00
22200.00
17925.30
1400.00
3100.00
3600.00
500.00
1700.00
2200.00
5200.00
6500.00
1000.00
9300.00
1400.00
17600.00
1100.00
9950.00
3800.00
9600.00
8300.00
900.00
2300.00
7000.00
3900.00
6600.00
32200.00
21700.00
10100.00
8900.00

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最美杭

州人”评选结果揭晓，我市昌化镇

第一小学教师王雁春获此殊荣。

王雁春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并作为浙

江省唯一代表赴北京领奖并接受

表彰，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国家

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她扎根农村，

从教 20 余年，教育教学业绩突出，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作为“名

师”和“学科带头人”，她还充分发

挥自己的带动作用，引领身边的年

轻教师、骨干教师不断成长，其中

有 10 人被评为县市级教坛新秀。

此次能入选“最美杭州人”，王

雁春既开心又感到荣幸，她说：“我

会把大家给予我的信任化转化为

工作的动力。”作为一名农村教师，

王雁春关注的还是农村孩子的教

育，她希望能通过“最美杭州人”这

样的平台，让更多热心人看到农村

的孩子，能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

加入农村教育的工作中。

此外，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抢修

队队长徐福平，以及在 2016 年里

约残奥会上获得两枚金牌，并以 1
分 06 秒 678 打破世界纪录的李樟

煜获得“最美杭州人提名奖”。

第四届“最美杭州人”评选旨

在进一步加强杭州市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深入开展“发现‘最美杭州

人’、争做‘最美杭州人’”主题宣传

活动。活动自去年 10 月开始，经过

基层推荐、评委初选、公示投票、评

委会评选等一系列环节，最终评选

出 10 名“最美杭州人”和 20 名“最

美杭州人提名奖”。

王雁春获选“最美杭州人”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李亚春

本报讯 近日，潜川镇外伍村

文化礼堂内，人潮涌动，掌声阵

阵，热闹非凡，“首演地”越剧专场

汇报展演暨“好家风”家庭褒奖礼

活动在此上演。

据了解，通过前期微信投票的方

式，潜川镇十大越剧文化使者脱

颖而出。在此次活动中接受表彰

的十大越剧文化使者，上至花甲

老人，下至青春少年，他们均以饱

满的热情，使出浑身解数，将精彩

的表演带给台下观众。同时，活动

还对方贻宝等十户 2016 年度镇

级“好家风”家庭进行了褒奖。这

些“好家风”家庭中闪现的助人为

乐、睦邻友好、诚实守信、孝老爱

亲等美德，感染了当地群众。

当天，外伍村还邀请了市老

年人文化艺术协会的老师和该镇

农民书画培训班的学员前来现场

为大家写春联，并开展新年打麻

糍活动，凸显了独特年味。

潜川镇外伍村

举办越剧专场汇报展演暨“好家风”家庭褒奖礼活动

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15 日，市坞村在主体

工程新完成的文化礼堂举办 2016
年度“好家风”褒奖礼暨村文化礼

堂落成文艺表演活动。文化礼堂

是市坞村 2016 年实事工程之一，

目前，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完成，上

半年将投入使用。

下午一点多，该村新落成的文化

礼堂，人头攒涌，热闹非凡。该村表

彰了过仁鑫等 10 户 2016 年度村

级“好家风”家庭户，为 10 户“好家

风”家庭户颁发了荣誉证书和一块

大红围巾，市衣锦信用社为 10“好

家风”家庭户送上了毛巾等生活用

品礼盒袋。褒奖礼结束后，该村排舞

队表演的健康经络操拉开了庆祝市

坞村文化礼堂落成文艺表演活动的

序幕，文艺表演节目有村文艺队自

编自演的舞蹈，有村文艺爱好者自

告奋勇上台唱的歌曲和越剧表演

等。活动现场，台上一个个精彩表演

的节目，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

声，村民纷纷拿出手机、相机等，把

精彩和热烈的场景定格，发向微信

朋友圈，让亲朋一起承传“好家风”，

分享文化礼堂建成带来的快乐。

锦南街道市坞村

举办“好家风”褒奖礼暨文化礼堂落成文艺表演

通讯员 陈利生

本报讯 日前，经半年的努力，

全市公积金扩面工作圆满结束。截

至 2016 年 12 月底，新增 6768 名

缴存人，提前超额完成年初下达净

增 1200 人的扩面任务，完成率为

564%。

2016 年初，市政府作出了全年

度扩面工作部署，要求新增缴存人

数 1200 人。各镇、街道高度重视，

行动迅速，工作扎实，形成了主要

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重点抓的局

面。公积金临安分中心抓住重点，

突破难点，创新举措，多角度、多人

员、宽领域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

扩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作用，与

镇、街道的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做好

宣传、联络、沟通工作。通过抓合

力、抓联动、抓宣传、抓服务，圆满

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年度扩面任

务。

公积金临安分中心

2016年新增6768名缴存人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徐艳青 郑洁

本报讯 记者从市社险办获

悉，近期，我市发放 2016 年度企业

退休人员浮动物价补贴差额，增发

金额共计 6267 万元，将惠及全市

53000 余名企业退休人员。

据了解，此次浮动物价补贴差

额按照杭州市物价局公布的浮动物

价补贴标准计发，企退人员退休的

时间不同，享受的金额也有不同。比

如，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退休的人

员全额享受 1235 元，而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退休的人员则有所不同，

这些人员自退休次月起享受补贴，

具体标准为：2016 年 1 月份退休的

人员享受金额 1147 元，2 月份为

1054 元，3 月份为 941 元，4 月份为

831 元，5 月份为 710 元，6 月份为

610 元，7 月份为 515 元，8 月份为

420 元，9 月份为 317 元，10 月份为

211 元，11 月份为 109 元。

市社险办主任陈永华介绍说，

目前，我市 2017 年 1 月份退休养

老金已发放到位，而 2016 年度企

业退休人员浮动物价补贴差额也

将于春节前全部发放到位，让广大

企业退休人员欢度春节。

我市 2016年度企业退休人员
浮动物价补贴差额在春节前发放

临安华数数字电视公司近年来注重将自身发展和回馈客户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路。春节就要到了，该公司邀请书法
家书写了 200副对联，送到两昌地区农村客户家里，让农民也感受到到
浓浓的华数文化氛围，受到了当地百姓欢迎。 见习记者 陈伋 摄

近日，由市消防大队和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迎新春·军民书法
笔会”在市消防大队举行。活动现场，各书法家挥毫泼墨，为来到现场
的市民们书写并赠与对联、水墨画，以迎新春。实习记者 吕坤 摄

日前，在玲珑花园幼儿园，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以“鸡”为元素创
作各式各样的绘画，喜迎农历鸡年的到来。据了解，近期该幼儿园开展了
“乐趣童画 伴我成长”为主题的艺术周活动，小朋友们充分发挥想象力，
制作了形式多样的作品。 记者 金凯华 摄

华数感恩客户送春联

挥毫泼墨迎新春

鸡年画鸡，喜迎农历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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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供销合作社于 1996 年、

2000 年分别以出让和划拨方式取得

位于锦城街道城中街钱王大酒店建

设用地使用权，后临安市供销合作社

将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临安市钱

王大酒店有限公司，并颁发了 78 本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权证书和

不动产权证书。

因临安市钱王大酒店有限公司

实际使用宗地中土地性质不一致（有

行政划拨土地 3799.6 平方米），使用

年限不一致（已出让的 9674.5 平方

米土地中土地使用年限终止日期为

2035 年 12 月 29 日和 2036 年 4 月

29 日），土地用途不统一（用途有住

宿餐饮用地、商业服务用地、零售批

发用地），宗地中有实际已使用但未

办理用地手续的土地（东西横向水沟

790 平方米土地），为更规范合理的

开发利用土地，拟将上述宗地合并为

一宗土地，总用地面积确定 14036 平

方米（用地红线图总面积为 15436 平

方米，包含原钱王解百商厦发证土地

面积 1400 平方米）；拟按规划设计条

件确定地块容积率为 2.65；拟将土地

用途统一确定为住宿餐饮用地；拟将

3799.6 平方米行政划拨补土地办理

办出让手续；拟将 790 平方米土地一

并出让给该公司；拟将 9446.4 平方

米土地延长年限至 2054 年 4 月；并

按规定全额补缴土地出让金。

现将上述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

为 15 日。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土地

利用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

无异议。期满我局将依照相关规定上

报市人民政府办理审批手续。

联系电话:63709129 63724034。
临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1月 18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并、统一用途、延长
年限、补办出让、增加用地面积公示

临土资告字〔2017〕2 号

弃婴公告

某

女 婴 ，

2015
年 1 月

2 日 出

生 （暂

估），2015 年 1 月 2
日在太阳镇桃源溪

村王家坞 26 号被捡

拾。请以上弃婴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自公

告之日起 60 天内，

到临安市民政局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

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和儿童。联

系电话：63722664
临安市民政局

2017年 1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