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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红波
通讯员 刘宝源 谢亦晖

本报讯 昌化镇里弄小巷拆

整启动以来，两周内完成交办点

258 处，自查新增点 86 处，真正整

出了昌化速度。

此次里弄小巷拆整以东街、西

街两村为重点，主城区全覆盖。镇

党委政府进行了广泛动员，周密部

署，组成了 9 个整治小组，机关 8
个办公室都领到了 30—40 个拆整

点任务，明确完成期限。

为提高拆整速度，“小城镇综

合整治”和“三改一拆”办公室组织

了 100 余人组成的专业拆整队伍，

紧跟各工作组的步伐，落实一处，

拆整一处，自查一处，验收一处，做

到拆整到边到角、不留死角，注重

消除后遗症，严防死灰复燃。对拆

整过程中自查到的新增点和漏查

点，进行现场登记及时上报，并拆

整到位。

通过两周夜以继日的拆整，完

成交办拆整点 258 处，自查新增点

86 处。拆除钢棚、附房 160 余处，计

3200 平方米；其中违章建筑 1300
平方米；整治脏乱差和乱堆放点 50
余处；清运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200
余车，清理私搭乱拉电线 70 余处；

拆除有碍景观的墙体广告和不规

范广告 110 余处；拖离僵死车 20 余

辆。通过整治，主城区里弄小巷环

境面貌有了明显改观。

昌化镇

两周完成拆整点300余个

记者 章 昕 通讯员 许珊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龙岗镇

对集镇所在地集中开展背街小巷综

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改善集镇环境

卫生状况，优化人居环境。

今年以来，龙岗镇围绕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坚果乐园小镇”的目

标，积极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目前，该镇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涉及的 11 个建设项目均已进

场动工，其中，集镇停车场已完成

工程量的 60%，其余文体广场、立

面改造样板段、富民街弱电上改下

等项目都按照时间节点抓紧施工。

为切实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提升集镇整体环境，近期，龙

岗镇针对脏乱差及乱搭乱建、破旧房

等问题，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重

点由精品街街面延伸至背街小巷，实

施背街小巷综合整治行动。在前期深

入摸排的基础上，该镇全体机关干部

联合集镇所在村村两委班子、村民小

组代表，分成五个攻坚小组，分头落

实，确保背街小巷有碍观瞻的建筑物

实现应拆尽拆。截至记者发稿时，已

拆除 110 处乱搭建、破旧房拆除，拆

除面积达 3000 余平方米。

据悉，此次拆后的土地，将主要

用于节点打造和复绿。龙岗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坚持规划引领、

拆改结合，继续引导和发动村民开

展庭院整治，注重就地取材、人文特

色，着力提升集镇颜值。

龙岗镇

全力推进背街小巷综合整治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洪燕洁

本报讯 10 日，玲珑街道针对

胥高线沿线及夏禹桥集镇背街小

巷的乱搭乱建、彩钢瓦、老旧房、有

碍观瞻建筑物及脏乱差情况，开展

集中拆整行动。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20 日前要全面完成 220 个点的

拆整工作。截至发稿前，已完成 100
个点。

此次背街小巷集中拆整行动动

作迅速、部署周密。8 日上午，街道

组织班子成员、各行动小组副组

长、各行政村主要干部以及夏禹桥

村两委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

代表近百人，前往河桥、湍口镇实地

学习参观小城镇建设，听取经验介

绍。9 日，11 个工作小组分组讨论，

就如何完成本次交办的 220 个任务

点制定计划，并对全部任务点实地

踏勘、摸排情况。10 日，行动正式开

始，各小组分头落实，一天时间内拆

除整治点 74 个，签订协议书 80 份。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

攻坚克难，形成强大的合力，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迎接明年省、杭州市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达标考核验收。

玲珑街道

开展集中拆整行动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日前，高虹镇节能灯

行业岗位大比武决赛在宇中公司拉

开序幕。

为培养员工的学习能力、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检验员工的

技能水平，高虹镇总工会在全镇掀

起了节能灯行业岗位大比武活动。

前期，全镇共有 16 家企业、510 名

职工报名参加了预赛，通过角逐，最

后选拔出 6 支企业代表团、60 名职

工进入了决赛。此次决赛分理论测

试和技能比武两大块内容，其中，理

论测试主要是工会、劳动法以及消

防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技能项目

有钢针、磁环、三极管、电容、电感、

电解、引线等 7 个单项和团体 1 项。

比赛现场，职工们灵巧的双手

拿着细小的零件在节能灯电路板上

飞快地操作着。通过一轮又一轮的

激励比赛，7 个单项和 1 项团体比

武在半天时间里决出了高低。钱氏

公司、宇中公司、天豪公司分别荣获

一、二、三等团体奖。21 位员工分别

荣获个人单项一、二、三等奖。

高虹镇

举办节能灯行业岗位大比武活动

通讯员 洪燕洁

本报讯 玲珑街道小型供水

工程标准化管理试点工作近日正

式启动。

为使农村居民能够及时、方

便地获得足量、洁净的生活饮用

水，作为我区首个实施小型供水

工程标准化管理市场化运作项目，

玲珑街道街道辖区内的祥里、化

龙、米积等六个小型水站的日常

运营维护管理业务打包进行公开

招投标，交由专业化公司实施市

场化运作，管理范围涉及二氧化

氯消毒设备维修、一体化净水设

备维护保养、消毒药剂采购和投

放管理、水质化验等多方面。

目前，6 个水站已进入全面运

行阶段，净化流量可达 150 吨/小
时，可确保辐射范围内 1.26 万村民

的饮用水安全，着力构建“从源头

到龙头”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

作管护体系。

玲珑街道

启动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试点工作

日常生活中，由于商业往来

或经济活动的需要，互相之间的

金钱（物）之间的交往，越来越普

遍，但由于当事人文化、法律知识

认识的不同，就出现了出具的条

据不规范，甚至惹来麻烦、惹来官

司。常见的，就是借条、欠条、收条

之间的区别。

从法理上说，借条、欠条、收

条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也具有不

同的证明对象。收条是指，收到别

人或单位的钱物时写给对方的一

种凭据。欠条是指，由于债务人应

当向债权人履行债务时（如：借钱

的人应当还钱等），因自身原因不

能按时偿还而向债权人出具的债

权凭证。借条是指，借、贷双方在

设立权利义务时，由债务人向债

权人出具的债权凭证。

借条、欠条、收条都具有凭据

的证明效力，但从法律的效力上

说，是有区别的。首先来说借条，

如果注明了还款（物）日期，诉讼

时效应从还款（物）日期的次日起

计算三年；如果没有注明还款

（物）日期，诉讼时效从出借人主

张权利（要求借款人还款、物）的

次日起计算三年。

至于欠条，如果有还款（物）

日期，则从还款（物）日期届满之

次日起计算三年；如果没有还款

（物）日期，则从欠条出具之次日

起计算三年。而收条，因其不作为

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如果双方

当事人之间经审查不存在债权债

务关系，则不涉及诉讼时效的计

算问题。

那么，如何规范的写好一份

条据呢？借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借条名称、借款（物）人名称、出借

人名称、借款（物）日期、借款（物）

事由、借款（物）数额、借款（物）期

限、还款（物）日期、利息、借款

（物）人签字盖章捺指印、出具日

期等。

欠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欠

条名称、欠款（物）人名称、被欠款

（物）人名称、欠款（物）事由、欠款

（物）日期、欠款（物）数额、还款

（物）日期、欠款（物）人签字盖章

捺手印、出具日期等。

收条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收

条名称、交付人名称、交付时间、

交付事由、交付数额、接收人签字

盖章捺手印、出具日期等。

有的人会问，拿着借条、欠

条、收条去打官司，在法庭是不是

说的也不一样？确实如此。当借条

持有人凭借借条向法院起诉时，

由于借条本身易于识别和认定当

事人之间存在的借款（物）事实，

借条持有人一般只需向法院简单

陈述借款（物）的事实经过即可，

对方要抵赖的话一般很困难。

当欠条持有人凭借欠条向法

院起诉时，欠条持有人必须向法

院陈述欠款（物）形成的原因，如

果对方否认，欠条持有人须进一

步证明存在欠条形成的事实。当

收条持有人向法院起诉时，其可

以证明对方收到款项或物品，但

不能证明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而

收到的款项或物品，因此，还需要

证明收条所依据的法律事实如买

卖、提供劳务、承运、赔偿等。

通讯员 章国和

借条欠条收条三者之间的区别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剿劣完成后，马溪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美丽

河道”创建。

有人负责发放资料，做好宣

传工作；有人拿着工具，沿溪清

理两边的杂草和堆积物……日

前，记者来到锦北街道上东村，

就看到热闹的场景。如今的马

溪，河水已是清澈见底，溪水与

两岸的绿植交辉相应，绿莹莹

“一条”，沁人心脾。

上东村村主任、马溪（上东

段）河长张尧龙介绍，对于马溪

源头的保洁工作，无论是街道还

是村里，都高度重视。平时，村里

安排的河道专职保洁员，只要一

有空，就会主动巡河。另外，村里

还会利用固定主题党日，组织党

员干部参与护河，当然也会发动

村民一起参与到保护马溪的活

动中来。

“作为村级河长，压力挺

大。但压实了责任，无论对哪

一方都有所交代，有利无弊。

如果某一处河面有漂浮垃圾，

每天巡河的话就能及时发现并

整改到位。跑多了，做实了，

自我意识增强的同时，对我们

班子凝聚力以及老百姓支持率，

也都有提高。”

张尧龙说，虽然有时因为巡

河系统“杭州河道水质 APP”不

完善，跑了一上午都没有记录，

也就是“白跑”，但这对于作为

村级河长的他来说，未必是坏

事。“多做做没坏处的，重要的

是我们的护河工作要有成效。”

今年以来，锦北街道以“剿灭

劣 V 类水，实现全域芋类及以上

水质”为目标，以整治间歇性出

现劣 V 类水质的马溪河道为“五

水共治”工作重点，上下一条心，

开展了一系列整治工作。

“参与式”抓履职、“地毯

式”找问题、“网格化”抓落

实，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组

建工作专班，7 位班子成员担任

河段长，包干负责马溪剿灭劣 V
类水工作。同时，选派作风硬、

能力强的党员干部到治水一线，

建立护河队伍，并配备“河道

警长”。

另外，为切实做好五水共治

“五个度”宣传工作，街道通过农

民信箱，每天与各村保持联系，

利用信箱把每半个月一次检测

的结果告知村民。

截至目前，马溪河道已经连

续 11 个月稳定在芋类水质及以

上。伴随着“美丽河道”创建工作

的不断深入，马溪的“颜值”不断

提升。

河水变清了 环境变美了

马溪“美丽河道”创建工作不断深入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俞津艺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区城管

局以“剿灭劣 V 类行动”、“三化

战略”为抓手，以“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成果”、“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市”、“创建省级示范文明城区”

为契机，紧紧围绕重点、难点，抓

好亮点，立足职能，履行责任，有

条不紊扎实推进“五水共治”。

作为马溪河长联系单位，区

城管局全面拓宽工作职能，不仅

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机制，指定专

人担任“河小二”、“护水人”，全

面做好水环境监测、排口走访、

问题整改、工地监管等。建立互

联机制，与其他部门联合成立马

溪专项整治排查小组，对马溪周

边的餐饮业、洗车行、废品收购

点、工厂等进行地毯式的摸排，

尤其是对马溪排污口进行了集

中排查。同时积极当好马溪河边

的宣教员，向住户、商家、企业发

放《马溪剿劣护河倡议书》、《给

主城区餐饮行业经营者的一封

信》共计 800 余份，短信宣传五

水共治 300 余条。同时，结合妇

女活动、党员固定日等，开五水

共治宣传。

针对市容、环保、燃气三个

项目，区城管局对辖区内每家餐

饮店进行排查摸底。对纳管、隔

油池安装、接管排放方式、有无

排水证等做全面梳理，做到心中

有数。向有问题的企业、经营户

发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提出

有针对性的整改方案。要求经营

者购买并安装符合其排污量的

隔油池，将排污管接入污水网管

或者污水井，将排烟方式整改为

高空排放，购买、安装油烟净化

装置并定期清洗。截至目前，该

局已对全区 503 家餐饮企业进

行排查，完成截污纳管、隔油池

安装 307 家，共计发放执法文书

268 份 立案查处 46 起。

马溪、锦溪、苕溪等周边涉

及工地较多，针对开挖导致土壤

暴露遇雨水进入河道造成浑浊

及工地沉积水未充分沉淀、分离

便通过抽水泵进入河道造成污

染两方面问题，区城管局打好

组合拳，加强工地监管。一方

面加强日常巡防管控，一旦发

现有将未沉淀的积淀水排入雨

水井的行为，立即叫停并对其

立案查处，严惩偷排乱排的行

为。同时，成立抛撒滴漏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每周不少于 2 次开

展工程车整治。截至 11 月今年

已开展工程车整治 160 余次，查

处工程车类案件 90 件，罚款达

470300 元。

区城管局环卫处落实 12 名

全职保洁人员定时定人定岗对

责任区域的河道内、堤岸、绿化

带进行清扫保洁，河道打捞人员

做好头遍打捞并进行巡回保洁。

成立“三溪”保洁专项考核小组，

对河道保洁、河提、台阶清扫及

周边绿化带捡拾进行保洁质量

考核，力保做到河面无漂浮垃

圾、河中无障碍物、河岸无废弃、

河岸无暴露垃圾的“四无”目标。

此外，区城管局还实现城区

所有机关事业单位、学校、77 个

物业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

每月对生活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检查，实行月排名月通报制度，

落实红黑榜和奖惩制度，不断增

加分类宣传和分类课堂频次，共

计发放宣传资料 3 万份，垃圾袋

295 万只，稳步提升垃圾分类知

晓度、参与度。

区城管局多举措扎实推进“五水共治”

日前，潜川镇人武部组
织民兵到“赵尔春烈士纪念
馆”学习参观，大家认真聆
听了赵尔春生平事迹，一致
表示，时刻牢记和发扬先辈
自强不息、奉献社会的优良
传统。

记者 陈伋 摄

参观赵尔春纪念馆
学习“先辈先烈”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