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 月 29 日 8:30-13:30
东山 V153 线 17# 杆双丰橡
塑分线开关以后

夏禹桥村[海家坞]公变,夏禹桥村[海家水库]公变,陈海华,杭州日顺塑业有限公司,周江震,临安市振诚线材有限公司,临
安森伟电缆有限公司,浙江东卓线缆有限公司,临安锦玲线缆有限公司,临安易行电缆材料厂,杭州三洋电缆有限公司

石壁山,临安市供电局路灯管理所,相坞小区,坎头村轧石变,临安市供电局路灯管理所,杭州捷瑞空气处理设备有限
公司,浙江开盛电汽有限公司,青山坎头,坎头村相坞布点,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市老百姓电器有限公司,浙江
天煌数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临安舒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浙江天煌数码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杭州杭重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浙江万晟药业有限公司

沁雅园公变,水岸阳光 4# 变,水岸阳光 3# 变,水岸阳光 2# 变,水岸阳光 1# 变,南方小区,兰锦村[村中]公变,兰锦村
[3#]公变,兰锦村[2#]公变,临安新锦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临安思维表业有限公司,临安市水文站,临安市气象局

1、东环 V537 线泉东站 5372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2、相
坞 V536 线改线路检修；

停公邮 3233 邮政站兰巾分线
开关

8:00-17:00

8:20-15:00

1 月 29 日

1 月 29 日

龙马村[石壁村口]公变,龙马村[石壁]公变,上东村[移民小区]公变,龙马村[龚家 2#]公变,上东村[东村]公变,龙马村
[孟家高山脚]公变,龙马村[孟家]公变,龙马村[孟家一组]公变

珠西村支青坞,罗塘村外罗塘,罗塘村,罗塘村孟坞里,罗塘村大畈地

杭州森阳机械有限公司,杭州玄匠工艺品有限公司,临安新时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远洋实业有限公司,杭州永盛催化剂有限公司,浙江凌志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金池水务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恒
会达实业有限公司,杭州运锦特版有限公司,杭州远洋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万马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中迅实业
有限公司,杭州临安三和机械有限公司,杭州双龙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杭州天和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杭州新明包装
有限公司,杭州顺达塑胶有限公司,浙江华特实业集团华特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松友食品有限公司,浙江神盾保安服
务有限公司,浙江顺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停吴马 V493 线上东分线 43#
杆孟家支线令克以后

祝家 V553 线罗塘分线 9# 杆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1、景观 V423 线改线路检修；
2、松景 1945 线松景站 1945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3、松
友 V532 线改线路检修；4、鹤
松 1905 线鹤亭站 1905 开关
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8:30-15:30

7:30-17:00

8:00-
17:00

1 月 30 日

1 月 30 日

1 月 31 日

停电通知2018年 1月 22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实习记者 张炯 通讯员 符栩潇

本报讯 昌北派出所是杭州最

偏远的派出所，距离市区 100 多

公里，全体警员数十年如一日，

扎根山区、不辱使命护佑山区一

方平安。近年来，昌北派出所全

体警员以“扎根山区 情系昌北”

为宗旨，安营扎寨，做好本职工

作的同时，在工作之余开展党员

民警结对帮扶的“义工行”爱心

服务活动。

去年的 12 月 14 日，随着气

温大幅下降，2017 年第一场雪落

在临安山间。当得知龙岗镇峡谷

源村低保户钱氏母子俩生活困难，

家里缺少过冬柴禾后，临安公安

分局昌北派出所的“义工行”志

愿者们立即上山收集柴禾，为母

子俩解决生活所需。

第二天一大早，阴雨绵绵，

由党员警员组成的“义工行”爱

心服务队再次上山砍柴。他们来

到海拔 1100 米高的太子尖山腰，

寻找并收集一些枯死的树木，搬

运、切割、装车，大家合力将 500
多斤的柴禾运到钱氏家门口。志

愿者们利用斧头、锯条、电锯，

将木柴锯成段后再劈砍。锋利的

斧子在手中挥动着，干净利落，

不一会儿就高高地垒起一堆劈好

的木柴，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院落

中。

由于劳动能力缺失，钱氏母

子俩是村里生活最困难的一户人

家。父亲早在 12 年前因病去世，

为治病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更

不幸的是，钱母患病导致视力障

碍，儿子因疾病也无劳动能力，

平日里由 60 多岁的大伯照顾，

彼此相依为命，仅靠微薄的低保

补贴过日子。钱氏一家看着满满

的柴火，不知该如何表达感激之

情。

“义工行”爱心服务队原本

打算为他们居住的老房子翻新瓦

片，但检查之后，发现房屋已成

危房。“这座房屋不具备翻新瓦

片的条件，我们将根据房屋维修

拆建情况，进一步跟踪帮助。”

所长喻军介绍，昌北派出所全体

警员带头践行“扎根山区，情系

昌北”的承诺，利用工作之余，

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通

过帮扶活动，不断提升公安民警

在辖区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满意

度。

还有同样发生在冬日里的暖

心警事。去年 1 月份的某天晚上，

天色渐暗，漫山遍野都积满了雪，

正在值班的民警吴程接到报警电

话：龙岗镇东塔村的胡某因建房

款项与江某发生纠纷，请求帮助。

挂断电话，吴程立即驾车赶

往位于海拔 1000 米处的东塔村，

由于积雪路面太滑，即使装了防

滑链，车在冰冻的路上也越开越

慢，直到最后无法前行，只好下

车步行前往。山里的冬夜十分静

谧，踩在 20 厘米厚的雪地里只听

到“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走着

走着，不远处的屋子内传来清晰

的争吵声，吴程加快了脚步。

循着争吵的声音，来到胡某

家，了解情况得知，江某在 2008
年给胡某造好房子，还有 3000 元

尾款未结算。胡某拒绝付钱，认

为江某施工质量差导致房子屋顶

漏水，要求江某进行修复。江某

以工作忙为由，8 年来一直未上门

修复。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见此情景，吴程联系了村干

部前来调解。村干部赶来后，火

药味并没有降低，双方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肯退让。

吴程看着大家站在门口迎着冷风

瑟瑟发抖，便说道，“大家先进

屋烤火热乎下吧，有事都慢慢

说！”于是，大家一同围着火堆取

暖，场面稍稍缓和了一点。

起初，胡某指责江某，房子

漏了这么多年都不上门维修，过

了 8 年还上门要工钱。江某说，

来你家一趟不容易，路远不说，

你们这里 “十冬九寒”的气候，

实在吃不消。这时，吴程劝说胡

某，江某大老远跑来不容易，有

点漏水问题可能是雪太厚压着的

客观原因，建议胡某，等雪化了

之后再检查是什么原因导致漏水

的，如果有发现大的问题，可以

适当扣点工资，再请当地人维修，

江某觉得吴程说的也有理。江某

听了民警的话，说道：“算了算

了，今天民警和村干部都在，这

3000 元钱就算了。”江某的退让，

让胡某觉得不好意思，提出房屋

漏水问题自己修补，3000 元工钱

照给。但江某一再拒绝拿这笔钱。

于是，双方就达成了和解。经过

两个小时的调解工作，夜里的村

庄又恢复了平静。

昌北派出所有支“义工行”志愿服务队
通讯员 郑涛

本报讯 日前，区总工会表彰

22 个车间（班组）26 项职工优秀创

新成果。

区总工会授予了区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 K61 路公交线、农信联社

衣锦信用社营业大厅、於潜人民医

院放射科等 22 个车间（班组）临安

区工人先锋号称号，并授予了浙江

万马股份有限公司黄金坊“解决大

截面导体擦模致绝缘质量缺陷的

方法及措施”、杭州杭机股份有限

公司陈杭敏“设计改进专用铣刀”、

杭州临安恒星高虹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宋华龙“关于铆钉盘的建

议”等 26 项成果为 2017 年临安区

职工“五小”创新成果。

近年来，区总工会充分发挥工

会“大学校”作用，在全区职工中大

力开展立功竞赛，深化技能培训、

技能比武、技能帮带、技能晋级、技

能激励职工素质提升工程，每年都

在全区开展工人先锋号评选和职

工“五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

小攻关、小建议）创新成果评选活

动，活动得到了基层企事业单位和

一线职工的积极参与，激发了基层

创新活力。

今年，工人先锋号评选聚焦重

点工作“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服务

性窗口，职工“五小”创造发明涉及

电线电缆、节能照明、电子商务等

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对服务企业

发展、助力企业转型做出了贡献。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此项

活动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创

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也希望通过

活动号召全区各行各业的广大职

工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钻研

技术、攻坚克难、岗位创新，发挥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美丽幸福新

临安奉献智慧和力量。

区总工会公开表彰 22个车间
（班组）26项职工优秀创新成果

通讯员 戚啸

本报讯 为提高国有资本效

率，增强国有公司经营活力和核心

竞争力，区国资办以区水利水电公

司为试点单位，积极实行经营发展

模式改革。

推行小型水库产权制度改革。

2017 年在玲珑街道，太湖源镇，於

潜镇和昌化镇试行，对属于行政村

管理的小型水库，通过村民代表大

会决议赠予镇政府（街道办），由国

资办将镇政府（街道办）、行政村的

小型水库等资产划转给水利水电

开发公司。

申报三级水利施工总承包企

业。在国资办的努力下，临安区泽

丰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争取 2018 年

完成水利三级资质申报，主要承接

政府性小型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和

标准化创建等业务，将有效实现区

水利水电公司由平台型向经营型

转变，预计 2019 年可实现经营收

入 9000 万元、利润 900 万元。

并购水电站资产做大主营业

务。水库产权制度改革将结合山塘

水库除险加固和农村饮用水项目，

优先启动水权收购工作。通过并购

一批国有电站、创新机制参股或控

股部分优质民营电站，争取五年内

把区水利水电开发公司所属电站

装机容量由 1.8 万千瓦提高到 4 万

千瓦以上，实现年发电收入突破

6000 万元，利润 2000 万元。

认真规范砂石资源开发利用管

理。2017 年停止河道砂石资源的拍

卖后，由政府委托（或授权）区水利

水电开发公司统一组织采砂活动，

砂石资源实施原料拍卖制度，依法

规范河道（水库）采沙行为，杜绝资

源无序、过度开发，有效保护生态

环境。

随着改革的推进，区水利水电

公司将从单一融资平台向多元化

经营型公司转型，主营范围涉及工

程施工、水力发电和原水开发等领

域，公司净资产可增加 6 亿元，资

产负债率从当前的 80%以上降低

到安全线以下, 预计每年实现销售

收入 1.3 亿元、利润 3000 万元。此

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后，2018 年起将

在其他区直属公司逐步进行复制

和推广，彻底改变以往以区直属公

司作为融资平台的定位，努力实现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发展目

标。

区国资办积极实行
直属公司经营发展模式改革

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春节即将来临，为增

强社区居民、外来民工安全回家过

年的意识，近日，锦南街道会同锦

南警务室到锦溪社区开展了“温暖

回家路，无毒最幸福”为主题的系

列宣传活动。

活动向社区居民、外来民工进

行了毒品危害性的宣传，介绍了常

见毒品的种类，发放了《珍惜生命、

拒绝‘毒驾’》致司机朋友的一封公

开信，提高社区居民和外来民工识

毒、防毒、拒毒的意识。活动还向社

区居民、外来民工展示了诈骗类型

图版宣传、垃圾分类等，向居民发

放防诈骗、垃圾分类等宣传资料

500 多份。

锦南街道开展“温暖回家路，无毒
最幸福”系列宣传活动

近日，由临安广播电视台
主办的“兴业银行”———“照亮
人生路 绽放童年梦”第三届少
儿春晚进行海选，海选现场小
朋友们都做足了准备，70 多个
节目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陈晓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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