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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短视，挚着未来（质量第

一，信誉至上）”“人在一起叫聚会，

心在一起叫团队”“中冠团队，追求

极致，专注细节，为爱筑家”……走

进中冠装饰临安分公司，除了一面

面奖牌，随处可见的口号也很醒

目，而这些口号全都出自于中冠装

饰临安分公司总经理方能永。从

2009 年走进装饰行业，方能永就努

力践行着这些话。

江西、义务、宁波……辗转多

地，公司员工最多时有上千人，经

商十几年的方能永，在 2008 年因

多种原因，遭遇了破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方能永

一头扎进了装饰行业，为爱筑家，

“中国人家庭观念非常重，家装，我

相信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进入一个

全新的领域也是想和过去告别。”

学机械出身的方能永，拿出最

后的一点积蓄，以破釜沉舟的勇气

于 2008 年底加入中冠装饰，并于

2009 年在四川正式开始了全新的

创业，组建团队，慢慢学习，不停扫

楼。

希望用好材料给顾客装修的方能

永坚持中高端家装，刚开始时，因

为没有客源，只能用工装补贴家

装，第 2 年专攻家装后，方能永说

自己一年的收入只有两万多元，而

员工的年收入普遍是他的数倍。

“从事家装行业，我就希望让

员工快乐，让客户满意。”方能永

说，公司是一个大家庭，自己努力

成为员工的“高级保姆”，帮助员工

开心地工作，自然而然，员工的工

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就提高了，顾客

也就满意了。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方能永规

定员工周末休息，不允许加夜班，

一天工作 6 个半小时。同时，员工

在公司工作 3 年后有股权分红，5
年后注册入股，8 年就可以转让股

份。除此之外，还不断平衡员工收

入，每年花费几十万给员工提供学

习培训的机会。

尽管禁止员工吃拿卡要、接私

活，方能永到临安分公司工作的四

五年时间里，没有出现过员工跳

槽，也没出现过装修纠纷。

“我和方总一起工作快 5 年，

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很照顾员

工。”中冠装饰临安分公司设计总

监周锡波说，公司的福利待遇很

好，各个节日都有节礼，每年还有

两次旅游的机会，在生活中，方总

也是能帮的都尽力帮。

关心关爱员工的方能永工作

中却是一个严苛的人，几乎每天上

午，他都会从车子的后备箱中拿出

榔头，到各个工地检验装修质量，

对于不符合标准的工程，除了推倒

让员工重做，还对员工进行一定惩

罚。

高水平的员工与高质量的材

料，在方能永眼里是做好家装的两

个不二法门。

一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方

能永，除了跑工地，还喜欢跑各个

会场、工厂，他一方面向专家求教，

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另一方面，与

材料供应商达成合作，力求最优惠

价格引进新材料提供给客户。

将新材料、新技术无偿地分享

给同行，将材料供应商给的回扣直

接给客户，相比于钱，方能永说，他

更看重相互间的信任。

正因为方能永的付出，一些客

户与他成为了朋友，公司的业务量

也稳定攀升。例如，富阳某村民装

修别墅后主动成为他的“活广告”，

连续几年为他介绍了十几位客户；

在 2016 年公司年会上，某客户说，

抽到奖品是小幸运，选择中冠是大

幸运。

因为妻子是临安人，作为宁波

人的方能永来到了临安，把临安看

成了第二个故乡。

“虽然现在不断扩展业务，但

临安是我的‘根据地’，像我的座右

铭所说，在这里，挚着未来，挚爱事

业。接下来，我想打造园林、土建、

装修于一体的服务链，给更多年轻

人提供成长的机会，给更多客户提

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 郑逸菲

近日，区城投公司对石锦街
沿街的通信光交箱进行包装，刻

上了钱氏家训。在弘扬钱氏家风
家训、推动家庭美德建设的同时，

扮靓了街道风景。

记者 陈伋 摄

通讯员 符栩潇 王进

本报讯 由于忘记支付宝登录

密码，符女士到手机维修店寻求帮

助，而后没有修改密码。结果手机

店员工先后 329 次从账户中消费

6 万余元，符女士过了一年才察

觉。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已被警

方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受害人符女士在临安

开了一家店，生意不错。2016 年年

初，符女士忘记了支付宝登录密码，

便到城中街上一家手机店寻求帮

助，店员陈某接待了符女士。陈某发

现符女士名下有两个支付宝帐号，

一个手机号、一个是邮箱注册的。符

女士告诉陈某，邮箱号的支付宝她

平时不使用的。于是，陈某就帮符女

士找回手机号注册的支付宝帐号，

并把邮箱注册的支付宝帐号内的 2
万元钱转到另一个帐号内。由于一

部手机无法登录两个支付宝帐号，

陈某便用自己的手机登录符女士的

邮箱支付宝帐号进行转账。

一开始陈某并没有多想，可是

后来发现，符女士没有更改邮箱注

册的支付宝帐号密码，因此自己可

以根据登录历史随时登录，而且符

女士的支付宝还绑定了两张信用

卡和一张储蓄卡，可以随时转账。

他，动心了。2016 年 3 月，陈某第一

次从帐号中消费了几十元钱，对此

符女士并未察觉。

看到符女士没有发现自己的

所为，陈某胆子越来越大，不时从

帐号里面消费，“一般每次消费都

是几百元、几十元不等，最多一次

用了 1500 元，不敢刷太多，怕被发

现。”陈某回忆称，最少的一次，自

己只从里面消费了 4 元钱。

面对账户上的余额变化，符女

士始终没有留意到，直到今年 11 月

份，符女士无意中发现支付宝蚂蚁

花呗中有在足浴店的消费记录，平

时从来不去足浴店消费的符女士发

现不对劲，通过支付宝交易记录回

收站发现里面被删除的 300 余条消

费记录都不是自己平时消费的。

符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支付

宝被人盗刷，立即向临安公安分局

刑事侦查大队城区中队报警求助，

民警接警后马上对该案件进行调

查，通过支付宝流水查询发现有几

笔钱是转入陈某的账户。12 月 7
日，民警在陈某的出租房内成功将

其抓获，陈某如实交代了其先后从

符女士的支付宝消费 329 次，偷走

6 万余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陈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享受

方便的快捷支付乐趣时，保障网上

支付安全显得尤为重要。支付宝用

户保护好登录密码，不要向他人提

供登录密码，可以采取诸如设定消

费金额限制、手机短信提醒等措

施，严密监控自己的支付宝交易情

况，遇有异常应马上报案或投诉。

支付宝帐号忘记密码

被手机店员工“蚂蚁搬家”消费 6万余元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龚森浩

本报讯 长久以来，城区修车

（洗车）行业占道经营、乱排污水等

问题十分突出，不仅影响市容面貌

的整洁，还对生活水源造成了污

染。为了规范经营行为，督促商家

截污纳管减少水源污染，日前，区三

治办联合五水共治办、市场监管局、

交通局、城管局、环保局、规划建设

局、交警大队等单位对我区主城区

70 余家修车（洗车）行业商家开展

了专项整治行动。

“我有营业执照，凭什么说我非

法经营？”面对检查人员，万马路一

家轮胎修补店老板质问道。在部分

老百姓的观念里，只要有了营业执

照，就算合法经营了，然而事实并

非如此。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

事修车（洗车）行业需要从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上面规定了具体的经营范围，

只有证照都齐全了，经营主体的资

质才合法。

在专项行动中，各职能部门充

分发挥联合执法优势，严查无证无

照、超范围经营、占道修车（洗车）、

违章接坡等违法行为，按照“关停

一批，整改一批，提升一批”的原则，

逐步规范修车（洗车）行业的经营乱

象。一周来，共排查修车（洗车）行

业商家 71 家，查处无证无照商家

18 家，超范围经营 8 家，占道经营 9

家。

针对部分商家法律意识薄弱、

不了解相关许可办理流程的情况，

在整治中各职能部门结合“最多跑

一次”详细向商家讲解了相关许可

的办理要求，并着重就环境影响备

案和排水许可证办理的流程进行

了宣传，共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 余

份。据悉，目前很多洗车商家未曾

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证》，存在将污水直排道路或排入

雨水管网的情况，针对上述的违法

行为，城市管理局现场向商家发放

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共计 24 份，要求

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将予以严

罚，此外，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还

就污水纳管线路对商家进行了现

场指导。

“修车（洗车）行业专项整治是

今年‘三治’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我们希望借助部门的合力，从规

划布局、源头审批、执法查处三方面

入手，逐步解决该行业的乱象，引导

业态布局合理化，后续我们将会继

续开展该类专项行动以巩固整治

成效。”区三治办督查协调组组长

童勇军告诉记者，除了排查整治

外，工作组还针对前期检查中存在

问题的商家实施了“回头看”，确保

整治不走过场，取得切实成效。截

至目前，无证无照商家中已停止经

营 4 家，停业整改 9 家，落实整改 5
家。

多部门联合开展
修车（洗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挚着未来 为爱筑家
———记中冠装饰临安分公司总经理方能永

通讯员 李亚春

本报讯 11 日下午，潜川镇对

乐平小学参加“少年法治宣传周”

活动中获奖的 42 名小学生，进行

了表彰和奖励。

公民的法治素养是依法治国

的基础。从娃娃抓起，注重青少年

法治教育，是提高公民法治素养的

最佳途径。乐平小学在“12.4”国家

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这天正

式启动了“少年法治宣传周”活动。

在庄严的国旗下，全校师生进行了

守法宣誓，这次活动先是组织学生

观看法制教育宣传片，用鲜活的事

例教育学生，给他们敲响警钟；又

召开“法在我心中”的主题班会，开

展《宪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教育；并

开展法治宣传大比拼活动，全校

184 名 3-6 年级的小朋友，用自己

的双手，以绘画和手抄报的形式，

展示他们心中的法律模样，给小小

的心灵播种下法律的种子。通过小

朋友的双手画出来的法律模样，让

他们懂得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

是不可触摸的底线，让他们通过自

己的双手，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受

到教育和启发，让法律意识在孩子

心中萌芽。

让法律在娃娃心中萌芽

“钱氏家训”刻上通信箱 成为街头新景观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2 月
15 日

8:20-
18:00

1. 停郜溪 V585 线；2.停
浪口 V730 线 73# 杆王
泥岗分线令克以后

杭州临安李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惠尔线缆有限公司,杭州科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临安全盛电缆材料有限公司,杭州蓝盛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李伟装饰材料有限公
司,杭州爱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临安富迪斯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利安玻璃钢有限公司,杭州
金比得热能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斯曼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神通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临
安天朗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太湖源供电营业所,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云村[王泥岗]

8:00-
17:20

7:40-
17:20

横路 V128 线横路分线
114# 杆七里支线

岛石 V168 线 29# 杆呼
日分线 3# 杆开关后段

10kV 武村村[武村高桥头]公变,10kV 大溪坞村[大溪村]公变,10kV 大溪坞村[七里墙园]公变,
10kV 大溪坞村[七里杨树坞]公变,10kV 大溪坞村[上七里毛竹岭]公变,10kV 鹤里村[鹤里樊
村]公变,10kV 武村村[狮子潭]公变,10kV 鹤里村[茅翁山]公变,10kV 谢家桥村[大石桥头]公
变,10kV 谢家桥村[谢家桥]公变,10kV 鹤里村[朱后]公变,10kV 谢家桥村[上全]公变,10kV 大
溪坞村[小坞口]公变,10kV 鹤里村[木灵坞]公变,10kV 大溪坞村[大溪中畈]公变,10kV 大溪坞
村[寺坑]公变,10kV 横路村[陈杆]公变,临安市立荣五金工具厂,10kV 武村村[武村西川坞]公
变,临安伟梦工具有限公司,10kV 大溪坞村[寺坑庵]公变,10kV 谢家桥村[章家]公变,10kV 鹤
里村[鹤里]公变,10kV 大溪坞村[上七里]公变,10kV 武村村[武村八队]公变

流水村,姚家村,临安市岛石镇小学,银坑村（平岭上）,下白村,银坑村（上村）,马川村,汤家村,
茶亭村,银坑村（下村）,姚家村（枫树下）

12 月
18 日

12 月
18 日

杭州易辰孚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众泰 V625 线改线路检
修

8:00—
17:00

12 月
18 日

朱湾村（朱湾村）公变低压
千 洪 V121 线 257# 杆
10KV 朱湾村 （朱湾村）
公变低压

8:20-
16：40

12 月
19 日

太阳村（太阳大街）公变低压

石镜街 3# 公变

桃源 V251 线下太阳支
线 4# 杆太阳村（太阳大
街）公变低压

停顺达 V320 线 42# 杆
石镜街 3# 公变低压总刀
闸。

8:00-
17：10

8:00-
18:30

12 月
19 日

12 月
23 日

停电通知2017年 12月 13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前十名抢购价:168 元 / 间（原价 1380 元 / 间）
抢购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7日（具体时间请关注携程动

态）
使用日期：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套票包含：1.湖景高级标准间／大床间一晚；2.免费停车，免费 wifi；3.免费健身

房。
温馨提示：1.房间有限，先到先得，本产品购买时不接受指定某一特定日期，日期

预约不到不作为退款理由，抢到者请尽快致电预定客房；2.本产品只限
本人或转赠亲友使用，禁止二次售卖；3.购买成功后不设退款，逾期未
用，自动作废；4.购买此套票视为认同此声明及认同活动规则。

咨询热线：0571-2361 8888 转 18

中都青山湖畔大酒店十周年庆
自助晚餐 68元、精品客房 168元

12 月 18 日至 20 日连续三天，每天早上八点整推出自助晚餐代金券。当天抢到

券的前五十位，即可获得当天自助晚餐 100 代金券。只需 68 元 / 人，就可以享用中都

自助晚餐。

温馨可爱的场景布置，精心准备的红酒，各式中餐，各样海鲜，各种新鲜水果以及

琳琅满目的甜品……这一天，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你和我。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快关注中都微信公众号，不要错失机会。

温馨提示：领取成功的顾客尽快致电酒店预定当天晚餐位置。

咨询热线：0571-2361 8888 转 8707 或 7

12 月 18 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中都青山湖畔大酒店开业十周年。这一次，带给您触手可及的惊喜，分为晚餐和

客房双重惊喜。

刘百朝遗失残疾证，声明作

废。

杭州市临安双宇电子控制

防盗门厂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证号：G1333018504906880Q，声

明作废。

姚建林遗失临安市客运出

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监督卡上岗

证，证号：201620，声明作废。

沈斐萍遗失锦城街道广场

花园 1 幢 515 室土地证，证号：

临国用 2014 第 01174 号，声明

作废。

沈斐萍遗失锦城街道广场

花园 1 幢 515 室房产证，证号：

临房权证锦城字第 300029031

号，声明作废。

章美华遗失残疾证，声明作

废。

临安市春蕾幼儿园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M51330185048432POU，声明作废。

杭州鑫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G1033018508054050O，声明作废。

临安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G10330185044765304，声明作废。

临安光衍电子有限公司遗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G10330185054535701，声明作废。

青山街道朱村村何林德遗失

土地证，证号：临土籍（90）字第：

330124-0302376，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