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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当 58 岁的区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农工

党临医二支部党员潘哲强接到要

去湖北省鹤峰县中心医院帮扶的

任务时，他没有半点犹豫：“只要医

院需要，我没有问题。”

5 月 3 日，潘哲强带着该院的

援鹤医疗团队：心内科主任医师吴

学茂、妇科副主任医师陈晓丽、健康

管理中心副主任护师方美华、信息

工程师邵飞鹤一行 5 人来到鹤峰县

中心医院，以传、帮、带、教的方式，

协助县中心医院的学科建设，指导

专业技术操作，引进新技术新业务，

全面提升医院医疗水平。

来到鹤岭的第一件事，就是规

范科室管理和工作流程。担任科主

任 20 多年的潘哲强，对科室管理

有丰富的经验。在鹤峰县中心医院

骨科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提出规范

的工作流程，要求各班医师对已经

手术的病人、待手术病人和危重病

人的各种情况要了然于心；对当天

即将手术的病人，晨会后必须集体

阅片，讨论分析术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及处理方式。自己还坚持每晚查

访科室所有病人。

他汇集自己担任科主任几十

年的经验和感悟，为全院中层干部

进行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科主任》

的专题讲座，语言精练、论述精辟、

实用性强，很有指导意义，听者大

受裨益。

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大雨

倾盆而下，一位腰椎骨折的病人

急诊来到县中心医院外一科，医

生接诊后，发现患者病情严重，

手术复杂，按照惯例，这种病人

是要转到上级医院手术的。但路

途遥远，道路湿滑，病人腰椎骨

折反复搬动有引起二次损伤导

致下肢瘫痪的危险。潘哲强仔细

分析病情后，觉得只要做好预

案，术中细致操作，手术在本院

是可以做的。于是，潘哲强和科

室主任一起把患者留了下来，放

弃休息时间，认真组织术前讨

论，精心制定手术方案，一丝不

苟的进行手术操作，患者手术非

常成功，既为病人节省了费用、

减去了长途跋涉的劳顿，也避免

了反复搬动带给患者的危险，患

者及家属对潘哲强由衷感谢。

潘哲强把他 30 多年练就的高

超技艺带到了鹤峰，不遗余力地为

鹤峰病人实施高难度手术，毫无保

留的向县中心医院的医生传授技

术。一个多月中，潘哲强先后做了

股骨头置换、全髋置换、腰椎骨折、

关节损伤、腰椎滑移植骨融合等 26
台高难度手术，其中椎体成形术、

腰椎滑移植骨融合术、全髋关节置

换术等项目为鹤峰中心医院新开

展项目，填补了医院空白。

授人以渔，打造带不走的技术

团队。他每天坚持教学查房，遇有典

型病例，在床边给下级医生做详细

讲解。精心备课，针对骨科病例特

点，就专科疾病的诊疗护理，为科室

医护人员进行专题讲座。短短一个

多月，就进行了 14 场专题讲座。

临安医疗团队在潘哲强的带

领下，每一个队员都做出了优异成

绩。吴学茂牵头，使鹤峰胸痛中心

建设正式得以启动，在全院及乡镇

卫生院进行广泛培训推广；在方美

华指导下，健康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运行；陈晓丽指导和协助妇产科学

科建设卓有成效，并亲手完成首例

腹腔镜下“广泛性子宫切除+双附

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术+腹主

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术”，这是迄今

为止县中心医院开展的难度最大

的妇科腹腔镜手术；邵飞鹤指导信

息科全面提升信息管理水平，加强

医院信息网络安全防护，制定了医

院信息化及智慧医院建设规划。

通讯员 农工

从临安到鹤峰的“白衣天使”
———记区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潘哲强

通讯员 陈利生 柴桢

本报讯 近日，杭州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下发《关于规范改进住

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有不

少新变化。

为贯彻落实“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及建立租

购并举住房制度的精神，根据《住

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住

房公积金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及风

险排查隐患排查的通知》（建办金

函〔2018〕284 号）和浙江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浙江省财政厅、人民银

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省公安厅

《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公安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

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建

金〔2018〕148 号）等规定，现就规

范改进我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

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职工在缴存地或

户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

改善型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职工在

非本市及非户籍地购房及偿还住房

贷款本息的，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

二、非本市户籍缴存职工与单

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先办理

个人账户封存。账户封存期间，在

异地开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

缴存半年以上的，办理异地转移接

续手续；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封

存满半年后可提取。

三、对同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

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套住

房、非配偶或非直系亲属共同购房

等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要严格

审核住房消费行为和证明材料的

真实性。

四、对符合租赁提取住房公积

金的，每年可提取一次，提取限额

不超过 12 个月。

五、取消对“本市户籍职工女

性满 45 周岁，男性满 50 周岁与单

位解除劳动关系后提取住房公积

金”的规定。

六、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缴存职工，要记载其失信记录，加

强失信监管，实施联合惩戒，3 年内

不得申请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

杭州公积金出新政

6种情况不能提取公积金

通讯员 陈惠汾 梅昌盛

本报讯 为推进全区汽修企业

规范化整治，彻底解决机动车维

修企业环境污染扰民问题，今年，

区环保局分三个阶段对企业开展

了摸底调查、执法推进、整治验

收的规范整治活动。根据 《杭州

市临安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环境污

染整治工作方案》 整体安排，日

前，区环保局对全区 147 家汽修

企业开展了为期一周的专项执法

检查和服务活动，对其环保手续、

废水、废气、固废等方面进行了

现场检查。

检查中发现，不少汽修企业

未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仓库，没

有标示标牌，废气排放管道也没

有按技术规范和环评的高度设置。

部分汽修厂因为是登记表审批和

备案，危险废物种类没有分析清

楚，只有废机油、废铅酸蓄电池

等危险废物签订转移协议，而废

活性炭、废过滤棉、废机油桶、

废机油格等危险废物未签订危险

废物转移协议。所以，一些 4S 店

或汽修店里会经常充斥着一股刺

鼻 的味道 。这 是挥 发 性 有 机 物

（VOCs） 在作怪，也是大气污染的

“元凶”之一。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执法人员表示将彻查到底，对存在

隐患和共性问题的 83 家企业逐一

下达了环境监察意见书，提出了具

体整改措施和时限，如大部分 4s
店面临的危险废物转移频次不够、

库存大、环境风险大的问题，区环

保部门将积极对接处置单位和相关

主管部门，协调加快解决；对存在

环境违法行为的 4 家企业依法立案

查处，限期整改，确保 10 月底如

期完成整治工作任务。

区环保局

开展汽修行业专项整治

通讯员 何晓琳

本报讯 近日，锦城街道多个

斑马线路口，活跃着一支“特殊”

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头戴小红帽，

身穿红色小马甲，手握文明点赞

牌，与街道其他志愿者一起，对

过往行人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对

横穿马路等不文明交通行为予以

制止，对礼让车辆竖牌点赞，得

到了群众的积极配合和好评———

他们就是锦城司法所管理的社区

服刑人员。

社区服刑人员是一群特殊的

人群。为了达到教育和改造的目

的，锦城司法所积极组织社区服

刑人员参加“礼让斑马线”志愿

服务活动，不仅让他们亲身感受

服务他人、回报社会的重要意义，

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现自我、重塑

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修心教育

平台。

7 月份开始，锦城司法所根据

社区服刑人员年龄和身心健康状

况，于每个星期的星期一、五，

组织在临天桥南、临水桥南、城

中街广电路口、城中街南苑路口、

城中街广场路口等多个斑马线路

口开展 “礼让斑马线”志愿服务

活动。为加强志愿服务活动效果，

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对正确

使用“志愿汇”APP 进行了专题

培训，还特别邀请了中医院医师

对生活中的急救常识进行讲解演

示。

目前，“礼让斑马线”志愿

服务活动已形成常态化，社区服

刑人员都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下一步，锦城司法所还将积

极探索，不断扩展社区服刑人员

修身、修心、修德教育平台，切

实抓好社区矫正规范相关工作。

锦城街道

社区服刑人员助力“礼让斑马线”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谢亦晖 童耀南

本报讯 为加强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营造一个洁净舒适的

生活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近

日，昌化镇组织全体机关干部，东

街、后营村两委及全体党员干部、网

格员、青年志愿者等共计 390 余人

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我们在行

动”活动。全员齐上阵，分干、分区

域、分责任路段，对全域内公共场

所、公路、人行道、绿化带等进行环

境卫生整治。

此次活动按照“政府统筹，部门

配合，全民参与，集中整治”原则，以

全面清洁辖区内环境卫生、带动全

民参与、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强化镇

容镇貌管理为重点。当天共清理各

类垃圾、杂物 10 余车，卫生死角 54
处。

“通过大扫除活动，在改善全

域环境卫生状况的同时，进一步增

强了大家的环境保洁意识，为共同

创造洁净、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开

了一个好头。”昌化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员参与卫生清洁活动已成为

昌化镇的常态化工作。今后将继续

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活动，并做到

长期坚持，常抓不懈，有效管理，做

到人人参与，共同建设美丽家园，为

打造"山水居秀，千年古镇"，推进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昌化镇推进卫生整治常态化

天气变化与我们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为了让青少年更好
地了解气象，揭秘风云雨雪的生
成原理。近日，锦城街道兰岭社

区组织青少年来到临安气象科
普馆参观学习。通过知识讲解、
游戏体验等环节，直观感受气象
奥秘带来的惊喜和乐趣。

通讯员 吴灿萍 摄

停电通知 2018年 8月 17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8 月 16 日 6:30-17:00 天松 V415 线泮家变分支线 4# 杆泮家变令克改
工作侧线路检修 泮家变

畈龙村[近头]公变停畈龙村[近头]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7:00-12:008 月 17 日

上东村[石桥 1#]公变停上东村[石桥 1#]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7:00-15:008 月 17 日

西九村宋家
昌南 V452 线 129# 杆西九分线 34# 杆西九村宋
家分线 3# 杆西九村宋家配变改杆上式，50KVA
增容至 200KVA。

7:00-18：308 月 28 日

曹家村金牛坞,曹家村九江坞,曹家村岭头,曹家村
石室寺

朱白村,朱白村吉建,双溪村（二）,朱穴村.严家弯,朱
白大湾口,石坦村,双溪村（一）,永进村,石坦村.半坞,
杭州中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朱白村黄泥坎,双溪于
川布点,朱穴（二）村,溪口村（一）

桐坑村里桐坑,桐坑村外桐坑,秀上村,葛家村石屋
里,临安市湍口镇塘秀股份经济合作社（光伏发电）,
临安桐坑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塘里村,临安广华矿业
有限公司,桐坑水电站 (厂用电),葛家村,杭州市气
象服务中心

蒲村孔家山

河桥 V781 线 163# 杆白下分线 8# 杆曹家支线
10# 杆金牛坞支线 1# 杆曹家村金牛坞配变改杆
上式，50KVA 增容至 200KVA。

1、石瑞 V134 线 74#-76# 杆立杆、导线移位；2、
石瑞 V134 线 82#-87# 杆导线移位；3、石瑞
V134 线 91#-96# 杆导线移位；4、石瑞 V134 线
114# 杆朱白村永进配变增容至 100KVA；5、石
瑞 V134 线 124# 杆 调 换 ；6、 石 瑞 V134 线
133#-139# 杆立杆、导线移位；7、石瑞 V134 线
163#-171# 杆立杆、导线移位；8、石瑞 V134 线
187#-190# 杆立杆、导线移位；9、石瑞 V134 线
196#-199# 杆立杆、导线移位；

湍口 V303 线 160# 杆组立钢管塔一基，湍口
V303 线 161#-162# 杆组立铁塔 2 座，湍口
V303 线 160#-162# 杆架线、旧导线拆除；湍口
V303 线 162# 杆 - 秀上分线 1# 杆大跨越架线、
旧导线拆除。

石瑞 V134 线 339# 杆孔家山分线 24# 杆蒲村
孔家山配变改杆上式、50KVA 增容至 100KVA.

7:00-
17：00

6:30-
13：30

7:00-
17：30

7:00-
18：00

8 月 28 日

8 月 29 日

8 月 30 日

8 月 31 日

一、招聘岗位：
临安区政府大院协警
二、招聘人数：5 人
三、岗位条件：
（一）招聘对象：男性，身体健康，体貌端正，遵纪守

法，吃苦耐劳，有较强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没有
参加过任何邪教组织（含亲属）；

（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三）年龄在 20-40 周岁，身高 165cm（含）以上，双

眼裸视力达到 0.6 以上；
（四）具有临安区户籍；
（五）无不良行为记录；
四、报名事项：

报名时需携带个人身份证、户口本，一寸免冠照片二
张、学历证明。所有材料请携带原件和复印件。

报名地点：临安区衣锦街 398 号；联系电话：
63712084。

五、录用与试用：
按照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退伍军人优先）的原则；

试用期为三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正式录用。
六、工作时间与工资待遇：
工资面议，政府工作日提供早、中餐,提供集体住宿；

其它福利、保险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执
行。

临 安 区 政 府 机 关 大 院 招 聘 协 警

临安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2018年 8月 17日

临安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提升改造一期工程———

玲珑山山体截洪工程，玲珑山路与吴越街（02 省道）交叉

口段即将开工建设，该段施工将对该交叉路口分段开

挖，半封闭施工。

一、范围：玲珑山路与吴越街交叉口；

二、期限：2018 年 8 月 17 日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

止；

三、秩序：现场实行分段开挖、半封闭施工，设置交

通指示牌，专人执勤指挥及疏导交通，确保文明施工；

四、要求：行人、车辆至施工路段时严格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及现场交通指示信息行驶，服从执勤

人员指挥与疏通。

车辆尽量绕行，因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

市民谅解。

联系人：胡泳舟

电 话：13588226018
浙江国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7日

关 于 玲 珑 山 路 施 工 的 公 告

招标人：杭州国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青山印象府前期物业服务项目

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承担本项目实施和招标文件所规定

的物业管理要求，并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履约记录。

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报名：即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1 日 17：00 时止

联系电话：0571-2361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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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海凤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陈荣明遗失锦城街道东门安置小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证，证号：临国用（2011）第 01550 号，声明作废。

杨鹏飞遗失锦城街道金盾花园 1 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证，证号：临国用 2002 字第 015087 号，声明作废。

吕苗平、罗叶兰遗失锦北街道北排街 659（1 幢 303）抵押证，

证号：临房他证锦北字第 300053910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