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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雯君

本报讯 日前，板桥镇灵溪大街

上，两台大型吊机正在徐徐作业，浙

江电力恒力有限公司、国家电网青

山供电所、电信、移动、华数、联通等

部门 40 余人各司其职，保障小城镇

建设强弱电上改下工程的顺利施

工。

板桥镇强弱电上改下工程全长

3.5 公里，沿线涉及灵溪村和板桥

村。前期，板桥镇政府做了大量的工

作，从规划设计、土建工程到上门与

沿线商铺和农户协商，每一步都不

敢掉以轻心。在灵溪大街紫龙坞口

土建施工时，沿线居民和商铺怕影

响生活与经营，对此项工程有抵触

情绪。镇村镇建设办、农办、城管中

队、村两委多次到现场协商，解释

政策，承诺在不影响生活与经营的

前提下文明施工，最终得到了商铺

业主和居民的理解与配合。“在 8
月份进行线路切割时，为不影响居

民的日常生活，强电部门 3 次在凌

晨两点左右就到现场施工，弱电部

门则利用晚上行人和车辆相对较

少时通宵切割线路。正因为各部门

的齐心协力，使得工程的顺利推

进”，板桥镇强弱电上改下工程负

责人说。

板桥镇
率先完成强弱电上改下工程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17 日，临安消防大队

接到群众求助电话称，青山湖街道

越秀星汇城小区因停水无法维持正

常生活。了解情况后，大队立即调派

青山湖中队 1 辆重型水罐消防车、7
名消防官兵前往小区为居民送水以

解燃眉之急。

当消防车抵达送水点时，小区

等待接水的居民早已排成了长龙。

由于阴雨天气，消防官兵一边在车

旁维护好秩序，不断提醒前来取水

的居民注意安全，小心路滑，一边开

始帮助居民取水。在消防官兵的组

织下，居民有序地用桶、盆、壶等接

水，整个取水过程井然有序。

此次送水行动，及时缓解了越

秀星汇城小区居民的生活用水问

题。一直以来，临安消防大队官兵充

分继承和发扬消防部队的优良传

统，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需，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

消防送水进万家 滴滴甘露润民心

於潜人施晓红从事餐饮行业多年，用南瓜、胡萝卜、紫甘蓝、火龙果、红
薯叶等材料的汁水与米粉混合制作成功彩色果蔬米粿后，吸引了亲朋好友
的品尝。等证照齐全后，施晓红打算用微信等方式销售彩色米粿，帮助更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 记者 郑逸菲 摄

巧手制彩粿

通讯员 符栩潇 余木兰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同居多年的男友，居

然是个杀人犯。

当民警告诉小敏这个消息时，

她几乎崩溃了。怪不得一直没结

婚，原来男友的身份证是假的，没

法办理婚姻登记，而且他根本不姓

蒋，而是姓邵。

8 月 31 日，区公安分局玲珑派

出所民警在辖区进行人员信息核

查时，发现某公司一名副总经理蒋

某的个人信息非常可疑，其身份信

息与本人相貌有较大的出入。

在蒋某的办公室，眼前这个 30
多岁的男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举手投足间透露着稳重、成熟的气

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民警便试探着要求蒋某提供

身份证，以重新办理信息登记。蒋

某却是以身份证遗失为由推托。种

种迹象表明，蒋某的身份存在问

题。

通过深入查证，民警发现蒋某

与 2002 年湖南某地命案逃犯邵某

的相貌有些相似。经过湖南当地警

方的核实，蒋某正是当年的逃犯邵

某。9 月 7 日，临安警方对邵某实施

抓捕。

邵某，1983 年生，湖北人。2002
年，邵某在湖南打工时与女朋友因

琐事分手，之后在与朋友的一次聚

会中，遇到前女友与一群男子唱歌

聚会，遂发生争执。

在争吵过程中，双方发生肢体

冲突。邵某一气之下冲到隔壁的饭

店，拿了菜刀朝对方砍去，一刀两

刀三刀……看到男子倒在血泊中，

邵某扔了菜刀就跑。

事发后，邵某开始了流亡生

涯。他从湖南逃往浙江，先是到了

富阳，期间窃取了贵州籍蒋某的身

份证，之后一直利用蒋某的身份，

逃避警方的追捕。

辗转多地后，邵某最终到了临

安，先后当过洗车工、服务生。期间

为了躲避公安机关检查，他不断更

换工作和住宿地点。

直到几年前，邵某自认为其已

经完全变成蒋某，就在临安某公司

的最底层开始做起。由于工作能力

突出又吃苦耐劳，他一路被提拔至

公司高管。

除了事业有成，邵某还结识小

敏，收获了爱情。不久后，两人同居

并生下一个女儿。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邵某终

究要为当年的命案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邵某已被移交湖南警方。

当过洗车工、做过服务生，之后到一家公司从底层做到副总

这名励志高管居然是杀人逃犯

通讯员 李亚春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畜牧业防

疫防控工作，保障食品安全，连日

来，潜川镇食安办市场监管人员坚

持每天在全镇范围内对猪肉经营

点进行检查。

监管人员每天清晨赶往乐平、

外伍、青山殿、麻车埠村、牧亭村等

地，对当地销售的猪肉进行现场检

查：一是检查来源是否合法，严格

检查猪肉经营户的检验检疫证明，

督查经营户从合法渠道采购猪肉，

严格执行原辅料索证索票制度。二

是做好防控宣传，面对猪肉经营户

和群众对于现阶段猪肉价格上涨，

经营户不得从外地购买猪肉等问

题，监管人员对经营者和周边群众

详细讲解防疫防控的重要性，并提

醒经营者严格遵守相关要求。

潜川镇切实做好猪肉销售安全工作

近日，我区 2018 年学校乘车
安全应急演练在青山小学田径运
动场举行。演练内容主要是学生
上下学接送车突发安全事故时，

乘车学生、驾驶员、教师及相关部
门采取的应急、自救、互救。通过
演练，提高了乘车学生的安全意
识和防范能力，提高师生应对突
发灾害事件的心理素质，增强自
救自护能力。

实习记者 胡建强 摄

我区举行学校乘车安全应急演练活动

通讯员 李亚春

本报讯 近日，在潜川镇沈家坞

村的电站蓄水池里，村民章根土、章

伟平发现了一只落水的小黄麂，正

在水里挣扎着。

两个人当即上前打捞，并将

打捞上来的黄麂抱回家，用干衣

服擦干身体。怕小黄麂受冻，还

用吹风机把它的皮毛吹干，用豆

类给它喂食，给受惊的小黄麂以

安慰。

次日，两个人抱着蹦跳自如的

小黄麂到山上放生，让小动物回归

大自然，彰显人类爱护野生动物、

保护自然的本色。

落水小黄麂重返山林

文明目标：每一个城市，无论

是否正在或需要创建文明城市，都

应该努力扮靓每一条大街小巷。近

年来，我区加大城市街巷综合整治

力度，以精细化、常态化、长效化的

管理，促进街巷环境面貌改善提

升，努力营造整洁文明的城市环

境。

在街巷专项整治中要求在显

著位置设置“讲文明 树新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各类主题公

益广告；优美环境，无卫生死角，无

乱扔垃圾、乱张贴、乱涂写、随地吐

痰现象；环境秩序良好，无乱搭乱

建、无占道经营、跨门经营、流动摊

贩，“新门前三包”制度严格落实；

遵守控烟规定，禁烟区域张贴禁烟

标识，无吸烟现象；各类车辆按要

求停放在规定区域。

文明典型：上午 8 点多钟，畔

湖路上各个店都已经忙开了。“这

里是市中心，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代

表着城市的形象，更要格外注意，

尽量不给城市抹黑。”陈先生在畔

湖路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他喜

欢规规矩矩做生意：不占道经营，

东西也摆得整整齐齐。

走在路上，记者看到畔湖路上

只有几片落叶，没有垃圾，电瓶车、

自行车都整整齐齐地停在道路两

边，店家一开门都先忙里忙外地搞

卫生。正在小吃店买早饭的市民小

许说：“这里不仅东西摆得整齐，门

口也干干净净，看着也清爽，我就

喜欢到这里买东西。”

那么，畔湖路秩序井然的模

样，是怎样一步一步炼成的？记者

从区城管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塑

造整洁、优美、有序的城市形象，他

们对这里采取了精雕细琢的管理

方式。

“对照文明城市创建项目、具

体要求和测评标准，我们给每个执

法人员列出表格，严格按照标准，

进行精细化管理。”区城管局协调

科科长周楠告诉记者，通过精细化

管理，效果比较明显，尤其是线外

乱停车、占道经营等“老大难”问

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文明举措：在城管日常管控

中，存在一些易反复、难管理的不

文明现象。在目前的日常管控中，

区城管局注重“七二一”工作方法。

一是对存在的出店经营、非机动车

辆停放、违法张贴、乱吊挂等问题，

教育劝导先行，多次劝导无明显成

果的运用法律手段；二是补签“门

前新三包”，引导商家做好门前秩

序、卫生管理；三是针对不文明停

车现象，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进行抄

告，规范非机动车不文明停放现

象。

下一步，区城管局将采取精

细化管控，一是确定畔湖路管控

队员，做到定时、定人、定岗、定责

管理，提高巡查频率，做到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二是建立路段店

家基本信息档案，严格管理，文明

执法，注重执法管理实际效果；三

是划拨非机动车位，引导市民规

范停车；并加强畔湖路路段违停

抄告力度。

记者 汤君芳

打造文明街巷 让门前呈现不一样的美
文明新风貌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杭州大

有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临安恒通分公

司拟向社会公开招聘生产一线人

员，具体如下：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条件

具体事项详见《招聘岗位、人数

及条件表》（附件 1）。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1. 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17
日—2018 年 9 月 19 日 （上午 8：
30———下午 17：00）

2.报名地点:临安区长桥路 252
号临安电力培训中心西楼 2 楼

3.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4. 报名时应聘人员应携带以下

报名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

（1）《报名登记表》（见附件 2）；

（2）学历学位证书、学信网学籍

验证报告、身份证、职称技能证书、

获奖证书等支撑材料。

（3）个人 1 寸免冠照片。

5.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宣女士：0571-51235249，张先

生：0571-51235379；
三、注意事项

1. 学历信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上核实为准。

2.请报名人员保持手机畅通。初

选通过的，工作人员会短信通知笔

试及面试安排，初选未通过的不再

另行通知。

3.未录取的人员，报名资料不予

退还，公司会妥善销毁。

4.参加本次应聘的人员，若被录

取，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前）提供

与原单位的劳动合同解除证明书，

未能提供将作为自动放弃。

5.一旦录用，待遇从优。

6. 其他未尽事宜由杭州大有供

电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附件 1：招聘岗位、人数及条件

表

杭州大有供电服务有限公司临安恒通分公司招聘启事

招聘
单位

工作
地点

招聘
岗位

招
聘
人
数

岗位
要求

性
别
要
求

学历
要求

年龄
要求

所需
专业
要求

体能测
试项目
及合格
标准

其他
条件

杭州
大有
供电
服务
有限
公司
临安
恒通
分公
司

临安
区行
政区
域内

配电
线路
检修
岗位

3

生产一线
配电线路
检修岗位，
工作内容
涉及电力
行业高处
架线作业，
需负重超25 公斤。

男
性

国家教
育部承
认学历
的普通
高校全
日制大
学专科
及以上
学历

不超
过 28
周岁

（1990
年 8
月 1
号以
后出
生）

全日
制主
修专
业为
电工
类专
业

1.10 米*4 往返
跑：15 秒

（含）以
下；2.举重物

（20kg 杠
铃）：10
次。

1.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无不良记录，有较
强的责任意识、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
精神。2.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及业务学习能力。3.身心健康，胜任招聘岗位工作要求，视
力（矫正视力）正常，无红绿色盲，无不适
应工作的疾患。4.善于沟通，有一定的语言、文字表达和
综合分析能力。

停电通知 2018年 9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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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 7:50-
16:40

朱村 V222 线顺达建材分线 23# 杆朱村矿
山公变支线 1# 杆朱村矿山公变低压总闸
刀

朱村矿山公变

麒麟山庄 3# 变,锦源花园 1# 变,麒麟山庄 5# 变,锦天房产,麒麟山
庄,临安市供电局路灯管理所专变,杭州锦湖度假村,锦源花园 3#
变,锦源花园 2# 变,麒麟山庄 4# 变,浙江锦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会所）,临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笑岭 V750 线祥武站锦湖镀假村分线开关
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7:20-
16:409 月 26 日

朱村前头山公变停朱村 V222 线顺达建材分线 14# 朱村前
头山公变低压总刀闸

7:50-
16:409 月 26 日

朱村村公变朱村 V222 线顺达建材分线 7# 杆朱村村
公变低压总闸刀

7:50-
16:409 月 27 日

杭州源牌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基建变

1.机创 7913 线 791A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
修，2.电业 8103 线 810A 开关改工作侧线
路检修，3. 中试 V425 线 60# 杆杭州源牌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开关、61# 杆浙江省医
学科学院基建变分线令克改冷备用；4.核
对确认中试 V425 线、夏岭 V416 线 49# 杆
电缆已拆头

9:30-
17:009 月 27 日

中电海康 7# 变,中电海康 1# 变,中电海康 5# 变,中电海康所用变,
中电海康 3# 变

无

中天 V227 线改线路检修

待用 V824 线改线路检修

7:00-
14:30

9:30-
14:30

9 月 28 日

9 月 28 日

朱村陈家岭公变

颐和山庄 2# 台区 4# 变

朱村 V222 线陈家岭分线 5# 朱村陈家岭
公变低压总闸刀

1.机创 7913 线 791A 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
修，2.电业 8103 线 810A 开关改工作侧线
路检修，3. 中试 V425 线 60# 杆杭州源牌
环境设备有限公司开关、61# 杆浙江省医
学科学院基建变分线令克改冷备用；4.核
对确认中试 V425 线、夏岭 V416 线 49# 杆
电缆已拆头

7:20-
16:40

8:00-
9:30

9 月 28 日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