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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市城管局环卫处组织城东尧城西尧城北三家保洁公司员工现场开

展扎扫把培训袁老员工带新员工袁手把手指导遥面对扎扫把的第一课袁许多新

工人们感慨说院野以前只知道环卫只是简单的用大扫把扫地袁 但没想到扎扫
把这么有技术含量袁现在从事这项工作了袁日后要多学习袁尽快掌握环卫技

能遥 冶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徐芳平 摄

扎扫把也是个技术活

消防安全小贴士

车间名片院杭州天恒机械有限

公司天和车间渊2017 年浙江省工人

先锋号获得者冤袁 于 2003 年组建袁
现有员工 35 人袁 其中高级技师 1
人尧技师 3 人尧中级工 2 人尧初级工

2 人遥 专业生产道路切割机尧 千斤

顶尧多功能升降台等产品遥
过往荣誉院2014 年，临安市工

人先锋号；2015 年，杭州市工人先

锋号等。

走进天恒机械有限公司的大

门可以看见一个花坛，花坛里伫立

着一块的大石，上头雕刻“天道酬

勤，兴业在恒”8 个字。一句质朴的

话，包含着公司的名称，也道明了

公司的立根之本。该公司位于板桥

镇，专业生产、研发起重工具系列

产品，产品有千斤顶、保安支架、吊

机，并远销北美、欧洲、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围绕着“以人为本，科技创新”

的指导方针，该公司旗下的天和车

间荣获 2017 年浙江省工人先锋号

的荣誉。

“当时组建天和车间，主要是

为了与日本合作生产道路切割

机。”车间主任刘沁涛回忆说。作为

专业生产起重工具的企业，道路切

割机这个属于建筑类的产品对天

恒来说是全新的挑战。制定工艺流

程、解决生产过程的疑难杂症，只

有 8 名工作人员的车间就这样一

步一摸索地开始触摸未曾接触的

领域。直到现在，道路切割机仍是

天和车间生产的主打产品之一。

随着时间积淀，从组建车间开

始而产生的挑战未知、迎难而上的意

志也已成为天和车间的核心精神。

6 年前，天和车间接到一项新

任务，要组建一支重顶油泵组装班

组。“生产起重类产品是我们的老

本行，组建班组后，我们更要考虑

如何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提高

工作效率。”刘沁涛说。经过 2 个月

的试运行，车间技术人员发现对重

顶油泵组而言，常规的生产工艺生

产效率低下且消耗能源高。经过一

系列的研究和实践，最终决定调整

重顶油泵组装工艺。他们将工作台

组装改为流水线合作模式，每个员

工只负责其中一部分。“原来一天

一组人最多生产 80 个左右油泵，

现 在 同 样 的 人 一 天 能 生 产 200
个。”刘沁涛说。

在天和车间，记者看到了那条

提高工作效率的流水线。流水线上

的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做

着手头的工作。组装、打磨、清洗，

每个步骤都以工艺流程图的形式

贴在工位，抬头就能看见；每样工

具、材料都放在最顺手的位置，伸

手就能拿到。而这些工具的摆放、

工序的搭配，都由车间主任牵头，

让工人提出意见，最后根据每个人

的生产节拍来调整流水线。

其实，这种精心设计的“贴心”

在天和车间随处可见。车间里用来

装运油泵的是带有车轮的置物架，

一米左右的高度让工人不用弯腰

就能轻松将油泵放进固定位置，

“以前的油泵用板车装运，放满一

车需要不停地弯腰、起身，清点起

来也很费劲，现在只要放满置物架

就知道油泵的数目。”有工人一边

工作一边告诉记者置物架的好处

有哪些。

十余年来，该车间不断迸发灵

感，为公司带来一项项创新或改

造。更改清洗加热方式，利用富余

的蒸汽热能代替电加热，每天节约

20 千瓦的电能消耗；制作数字化控

制油缸拧紧机和顶帽拧紧机代替

原有陈旧设备，提高了关键岗位的

质量控制……时间的累积并没有

让这个车间损耗工作热情，反而令

他们时刻保持创新内动力与朝气，

以实际行动实现该公司“提高效

率，减轻劳动强度”的目标。公司也

因此而获得今年的浙江省工人先

锋号人荣誉。 记者 金轶润

时刻保持创新内动力
———记浙江省工人先锋号获得者杭州天恒机械有限公司“天和车间”

弘扬“劳模精神” 争当时代先锋

22. 小区要保持消防通道畅

通，不在小区内焚烧垃圾、杂物，不

要将未熄灭的烟头、煤灰等丢进垃

圾桶。

23. 居民楼道内请勿堆放可燃

物，要保持疏散指示标志齐全，消火

栓、灭火器等器材齐全好用，楼内通

道畅通。

24. 养成熟悉所处场所安全环

境、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

的好习惯。遇到火灾等紧急事件，请

就近从安全出口有序逃生。

25. 火场逃生，要用湿毛巾或

衣物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不要

大口呼吸或大声喊叫，防止吸入有

毒气体；大火封门无法逃生时，应关

闭临火临烟门窗，用浸湿的被褥、衣

物堵塞门缝，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

援。

26. 劣质老旧电池和充电设备

超时充电容易引发火灾，务必严加

防范。

27. 缺乏消防安全意识、疏于

安全管理是最大的火灾隐患。一时

的大意可能会引发火灾，使您失去

亲人、失去幸福生活。 渊续完冤

25 日是野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冶袁
26 日是野全国疟疾日冶遥 昨日袁市疾控
中心来到社会服务管理中心旁的花园

进行宣传遥据了解袁今年为第 31 个野全
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冶和第 10 个野全国
疟疾日冶袁宣传主题分别为野规范接种

疫苗 共建健康中国冶尧野宣传疟疾袁谨
防境外输入冶遥

实习记者 吕坤 摄

记者 朱艳 见习记者 吕坤

本报讯 20 日，适逢谷 雨，

“指南十八碗”民间土菜分享会在

太湖源镇指南村天池广场举行。

粽叶蒸土鸡、老鸭炖石笋干、紫

苏小溪鱼、梅干菜扣肉、猪藤吊

蒸火腿肉……18 道色香味俱全的

佳肴引得游人垂涎三尺。

何为“指南十八碗”？“十八

碗指的是 18 道当地农家土菜，已

经有 500 多年历史了。”指南村农

家乐协会会长朱文校认真为记者

解答，每年谷雨时节，农事渐忙，

当地的村民就会邀请镇里的亲朋

好友帮忙采茶、挖笋、种田、干

农活。为了表示感谢，村民会精

心准备 18 道农家菜犒劳他们。久

而久之，这 18 道美味佳肴成了指

南村待客的上佳之选，也成了当

地迎接谷雨时节的特殊方式。

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的十八

碗宴席已经消失七八十年。如今，

在市旅游局和指南村村委的指导、

挖掘下，民间土菜“十八碗”重

返餐桌。

“现在，我们将十八碗重新包

装，与农家乐相结合，以农家乐

为载体推广十八碗，同时借十八

碗提升农家乐档次。”朱文校告诉

记者，目前，只有秀山丽景、南

山山庄、枫情南山三家农家乐入

选第一批“指南十八碗”示范点。

等逐渐成熟后，将推广到全村 50
几户农家乐。

十八碗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

土，鸡、鸭、猪必须是农家养的、

蔬菜必须是自己菜地里种的、清

水鱼是当地小溪里抓的、野菜是

山上挖的。考虑到菜品的新鲜原

味，十八碗部分菜品也会根据当

地时令食材来定，菜单会随季节

变化。为了规范推广十八碗，指

南村农家乐协会还成立了监督指

导小组，由监督指导小组对食材

来源和菜品质量进行严格把关。

“我们一定要让游客尝到土汁土味

的农家菜。”朱文校说。

“以前，我们也做这些菜，但

是没有一个好的名头。”枫情南山

农家乐老板潘一星表示，经过前

期包装、宣传，不少外地游客特

地过来品尝十八碗，增加了农家

乐收入。当然，“十八碗”也只

是一个概念，并不一定要真的点

18 道菜。如果人少，可以根据自

己喜好单点其中几道菜。“多来

几次指南山，就可以把十八碗尝

个遍了。”潘一星笑说。

“‘指南十八碗’的推广，既

是对传统饮食文化的挖掘，也丰

富了指南村旅游业态。在这里不

仅可以感受简单的农家风韵，舒

适的生活闲趣，还可以品尝味美

的地道美食。”市旅游局农家乐管

理中心负责人表示。

百年“指南十八碗”重返餐桌
目前有三家示范点

记者 朱陈伟 实习记者 王楚

本报讯 今年 54 岁的吴某，是

太湖源镇青云村人。他家里有一片

竹林，需要经常打理。从 2013 年开

始，这片竹林的地上还长出了一种

奇怪植物。

第一年，竹林地里只有几株，

过了四月后陆续开花、结果。吴某

说，他刚看到这些苗株时，也叫不

出是什么名字。

后来，吴某听别人说这些植物

的果实可以治牙疼、肚子疼，觉得

留着挺好的。同时，他也知道了这

几株植物真名叫罂粟，俗称乌烟。

于是从第二年时，吴某在给竹

林施肥时，顺便也给这些植物铺肥

料。果不其然，有了充足的养分后，

苗株开始成片成长。

2016 年 5 月，村干部突然打电

话给吴某，告诉他竹林里的植物赶

紧铲除掉，不然被查到后果很严

重。

吴某听了后去镇上买了农药

草甘膦，匆匆到竹林里喷洒了一

圈。几天后，村干部打电话向吴某

核实情况，吴某说自己没去看过，

应该都枯死掉了。

2016 年 5 月中旬，太湖源镇综

治办、派出所来到吴某的竹林实地

察看，发现现场罂粟茂密，大部分

开花了，有一部分已经结果。工作

人员们立即拔除罂粟，经清点，共

有罂粟 618 株。

4 月 17 日，市人民检察院以吴

某涉嫌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提

起公诉。在法庭上，吴某承认了检

察院所指控的犯罪事实。

依据刑法第 351 条的规定，非

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

的，一律强制铲除。种植罂粟 500
株以上不满 3000 株或者其他毒品

原植物数量较大的，处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法庭审理后，法官宣布择期公

开宣判。

太湖源镇一村民在竹林里种植 618株罂粟，说为了治牙疼

这事犯法做不得

规范接种疫苗
谨防疟疾境外输入

临安市旅游局，坐落在锦城

街道功臣山路，临国用(2002)

012453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声明废止。

临安市南苑一区，坐落在锦

城 街 道 城 中 街 ， 临 国 用 (95)

01034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

失，声明废止。

特此公告。

临安市国土资源局

2017 年 4 月 27 日

公 告 遗失公告

陈财祥遗失土地证，证号：

临土籍（94）330124-0135471

号，声明作废。

胡胜军遗失林权证，证

号 ： 临 林 证 字 （2012）第

C180050440 号，声明作废。

杭州兴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 ：G103301850000209，声

明作废。

根据临安市人民政府《临安市划

拨土地住宅房土地使用权登记管理办

法》临政函（2015）52 号文件精神,我局

已对临安市工业供销公司宿舍，坐落

于锦城街道 64-65 号住宅用地进行了

地籍调查、权属测量，现将审核情况予

以公告：宗地面积 1237.3 平方米，有

关利害关系人若对公告的土地使用权

登记内容等有异议的，请在公告发布

之日起 15 日内向临安市不动产登记

服务中心（地址：广电大厦一楼，电话：

61107700）提出书面材料。逾期没有

提出异议，即认为上述权益有效，报审

批后，准予注册登记，核发不动产权证

书。（附宗地图）

特此公告。

临安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土地使用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临土资籍渊2017冤004 号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4 月 25 日晚，“‘中国

梦·劳动美’杭州工匠为你喝彩”首

届“杭州工匠”认定发布会在杭州举

行，首届“杭州工匠”新鲜出炉，我市

80 后维修钳工邱云、“鸡血石雕”代

表性传承人邵城鑫、电线电缆检验

工叶金龙榜上有名。

据了解，杭州市总工会牵头杭

州市委组织部、杭州市委宣传部等

10 家单位开展了首届“杭州工匠”

认定工作。经过历时 10 个多月层层

推荐、评审、认定，25 日晚 30 位“杭

州工匠”脱颖而出。

邱云，2000 年进入杭州华旺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2006 年，在

集团公司 9 个分公司举行的钳工和

焊工技能大比武中脱颖而出，两项

比赛都取得冠军。之后，多次参加杭

州市级和浙江省级技能比武，获得

杭州市技术能手及浙江省技能带头

人称号。2008 年邱云组织带队安装

完成浙江省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

新闻纸生产线。2012 年开始，相继

创建劳模技术服务队和杭州市级、

浙江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邵城鑫，从事石雕行业三十余

年，自幼在祖辈的石雕艺术熏陶之

下长大。1978 年，跟随温州著名石

雕工艺美术师林岩福学艺，随后多

次去福建、青田石雕之乡拜访名师

名家取其众长，以福建、青田雕法为

先导，结合昌化石雕雕法，三雕合

一，因色取巧，按材施艺，突出石雕

神韵，形成了匠心独特的石雕艺术

风格。现任浙江省珠宝玉石首饰行

业协会大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其

成长经历与艺术成就被国内外数十

家报刊杂志报道，百余件作品在《昌

化石志》、《昌化石文化》、《中国国家

级工艺美术精品集》等书籍上登载。

叶金龙，1994 年入职浙江万马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质量负责

人。通过革新和创新，解决了生产和

检测过程中的很多难题，拥有国家

发明专利三项。2006 年，荣获“全国

首届电线电缆检验工职业技能大

赛”冠军。2012 年，“叶金龙技能大

师工作室”被确定为浙江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2013 年被评为浙江省

“优秀工作室”，2014 年晋升为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013 年，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首届“杭州工匠”出炉
我市 3人“榜上有名”

日前，锦城街道中心幼儿园举
办了“与经典共舞，与童话有约”第
二届童话节。《丑小鸭》、《狐假虎
威》、《白雪公主》……孩子们化身
成梦想中的国王、公主、王子和小
动物，将我们少时耳熟能详的童话

故事都搬上了舞台。本次童话节分
为童话剧表演、亲子童话剧比赛、
互助共同体童话剧比赛、童话头饰
制作比赛等，创意的造型将童话节
的气氛再次点燃。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方婷

童话乐园“搬”进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