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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完成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结果为优
“三增长”
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
森林覆盖率实现
记者 王苑阳
本报讯 近日，我区森林资源
规划设计调查工作圆满结束。根
据省、市要求，去年，我区组织
开展森林资源全面调查。历经一
年时间，共调查抽样控制样地 780
宗，树带 3069 条。
区林业 （农业） 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查清
了我区森林、林地和林木资源的
种类 、数 量 、质量 与 分 布情 况 ，
完成了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及

其成果的编制，且调查成果通过
专家评审，调查质量评定为优。
通过省林业厅审批的临安森林
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数据显示，我区
林地面积 3998938 亩，活立木蓄积
13719101 立 方 米 ， 森 林 覆 盖 率
81.93%。与 2004 年全面调查数相
比，林地面积净增 83236 亩，活立
木蓄积净增 5419000 立方米，森林
覆盖率增长 3.33 个百分点，实现了
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森林覆盖
率“三增长”。我区森林资源主要
指标持续向好，呈现出 “数量增

加、质量提高与结构改善并进”的
方向发展，林地生产力逐步增强，
林分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此次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
工作旨在查清我区林地、林木资
源的数量、质量及分布，建立森
林资源基础数据库，客观反映我
区森林资源现状，为今后森林资
源的科学经营和保护管理奠定了
基础，对我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及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通过调查工作探索建立以图管地、
图库对应的规划设计调查技术体

系，增强应用高分辨率遥感图像
的技术能力，为建立和完善全省
林地“一张图”提供基础本底数
据。
我区地处浙江省西北部，是省
陆地面积最大的区县市，是太湖和
钱塘江两大水系的源头，生态区位
极 为重 要 。境 内 森林 资源 丰 富，
81.93%的森林覆盖率，位列杭州市
各区县市首位，同时是全省 9 个重
点林区县市之一，对浙江省林业和
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越剧传递敬老情
日前，
“ 天道 酬勤 人家 蔼
婉”重阳晚会暨第六届敬老礼
在锦北街道泥川村文化礼堂举
《花
行。晚会上，
越剧《打金枝》、
中君子》、
《九曲桥》等精彩节目
轮番上演，为老人提前送上重
阳节的祝福。
记者 陈伋 摄

网恋男友竟是同住女友 八年骗了 70 余万元
通讯员 林法
本报讯 通过“QQ 农场”认识
的网恋男友，八年后发现竟然是同
住五年的女友。这到底是什么一回
事？最近，临安区人民法院宣判了
这起离奇的案子。
小美是贵州某县化工厂的一
名职工，2009 年通过游戏认识了远
在临安的小枫，并相互加了好友。
小枫跟小美说自己是杭州人，现在
人在北京，而且是某个领导人的私
生子。两人越聊越投机，在 2010 年
6 月确定了网恋关系，但双方始终
没有见过面，仅仅是通过电话和
QQ 联系。
不久之后，小枫突然跟小美说
他得了白血病，需要钱治病，热恋
中的小美毫不迟疑地将 9 万元钱
汇了过去。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小
枫又陆陆续续以做生意需要资金
为由向小美开口要钱，小美依然没
有半点怀疑，不断地汇钱给小枫，
帮助他渡过难关。

2011 年，小枫跟小美说，他有
个朋友因为感情上问题需要去她
那里借住，小美二话没说同意了。
来人是个女生，自称叫“潘梓渝”。
“潘梓渝”在小美家住了两个星期
左右，期间没有跟小美说过一句
话。
2013 年，小枫又跟小美说他的
朋友“潘梓渝”因为丈夫过世情绪
低落，希望再去她那里住一段时间
疗伤。作为女友的小美自然是十分
支持。这位“潘梓渝”就这么从 2013
开始一直借住在小美家。
期间，小美也多次对“潘梓渝”
的身份产生过怀疑，比如她一直不
开口说话，直到 2014 年才第一次
开口，一听声音，跟小枫很像，潘梓
渝解释是她和小枫都做过声带手
术。又如，
“潘梓渝”在小美身边的
时候，小枫就不会打电话，小枫的
解释是，
“潘梓渝”在的时候他很放
小美
心，所以不会打电话。就这样，
的种种怀疑在一次次的解释中渐
渐消除。

停电通知 2018 年 10 月 11 日
检修日期

10 月 19 日

时间

7:30—
17:30

10 月 16 日 7:30—
16:10

线路名称

与此同时，小枫还是不停地以
不同的理由找小美要钱，恋爱中的
小美，给予了对方最大的信任，有
求必应，几百、几千甚至几万，并且
每次汇钱都是打到小枫朋友小秦
的银行卡中。
2017 年 12 月 26 日，小美的朋
友跟她说借住在她家的“潘梓渝”
被人带走了。小美急了，男友托付
给她照顾的人被坏人带走了。在她
着急想办法找人的时候，当晚接到
了民警的电话，原来“潘梓渝”是被
民警带走了。更让小美着急的是，
“潘梓渝”被带走以后，不论小美发
多少条短信、打多少个电话，小枫
也失去了联系，小美心中焦急万
分，难道男友出事了吗？
正当小美多方寻找无果的时
候，2018 年 1 月 25 日，小美接到了
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电话，问他是
否认识小秦，小美莫名其妙。贷款
公司的人跟她说小秦跟她有很多
通话记录，还在贷款公司留了小美
的电话号码，小美仍旧十分纳闷，

但随着她不断了解确认小秦的身
份信息，发现“潘 梓渝”跟 小 秦很
像。小美开始怀疑了。当打电话给
“潘梓渝”的家人后，小美终于得到
了答案，小秦就是和自己同住的
“潘梓渝”
。更让小美如坠冰窟的
是，发现小秦、潘梓渝以及她的男
友小枫都是同一个人，都是小秦假
冒的。她的目的只有一个，骗取钱
财，经过调查核实，从开始网恋到
案发，小秦一共骗取了小美 70 余
万元。
网恋八年，同住五年，小美至
今才知道网恋的“他”就是同住的
“她”
，并且都是小秦一个人扮演。
2018 年 9 月 6 日，随着一声法
槌，该案经庭审后作出宣判，小秦
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六个月，罚金 11 万，并责令其退赔
被害人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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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青山 10 千伏三口 V552 线线路分支线改造工程：1.
三口 V552 线冲坑分线 1# 杆架设导线一档至冲坑分线
G1# 杆；2.冲坑分线 13#-14# 杆架设导线 1 档；3.冲坑分
马绍根,冲坑村,杭州临安艾美特鞋业有限公司,临
线 13# 架设导线一档至用户端搭接 ；4. 小冲坑支线移装
安腾飞链传动配件有限公司,葱坑董公坞,临安和
至冲坑分线 14# 杆、搭接 ；5.冲坑分线 21# 杆架设导线
达氟塑有限公司, 杭州腾飞链条管业有限公司,朱
一档至用户端搭接 ；6.冲坑分线 27#-32# 杆架设导线、 根法,小葱坑配变,杭州临安三鹏电线电器厂
搭接 ；7.冲坑分线 35# 杆架设导线一档至用户端搭接 ；
8.原冲坑分线 39# 杆董公坞配变移装至新线路 37# 杆等
工作
高祥村,临安市灵居纸塑制品厂,临安日月新照明
高墙 V550 线、
牌联 V670 线 2#—14# 杆线路移位工作。 电器有限公司,临安金奥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宏伟
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临安市康顺家政服务有限
公司,上高墙,板桥站下高墙配变,板桥村罗村

10 月 16 日

8:00—
16:30

光明村西郜分线改造工作（02 项）：1.大禾 V622 线 21#
杆 光 明 村 西 郜 分 线 令 克 换 开 关 ；2. 光 明 村 西 郜 分 线 临安上源竹制品有限公司,西郜（新）,雅观西郜配
1#-2# 杆 插 立 15m 杆 ,1#-6# 杆 调 横 担 , 调 架
变
JKLYJ-70/10KV 绝缘线和 4# 杆源竹制品支线调令克
工作;3.光明村西郜分线 12#—14# 杆线路移位工作。

10 月 19 日

8:00—
16:30

石竹园支线改造工作（02 项）：洪村 V340 线石竹园支线 横畈下泮村(石竹园）,浙江红叶园艺有限公司临安
1#-5# 杆调杆调横担和调架绝缘线工作。
分公司

10 月 17 日

8:00—
16:20

1.石泉 V191 线配合原华一 3674 线 5#-9# 塔拆导地线；
岳山村变,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青中
2.石泉 V195 线岳山村分线青中街公变拆除及低压割接；
街变
3.石泉 V195 线岳山村分线 7# 杆至 9# 杆移位工作。

10 月 16 日

8:10—
13:30

胜园 V821 线钱胜站备用 G5 间隔接入，临安众合投资有
限公司新上 1000kVA、
500kVA、30kVA 变压器各一台；
临安众合同投资有限公司
寺前 V801 线钱胜站备用 G4 间隔接入，临安众合投资有
限公司新上 1000kVA、
500kVA、30kVA 变压器各一台。

10 月 18 日

8:20—
14:50

1. 石 泉 V191 线 、 青 航 V194 线 配 合 原 华 一 3674 线
临安市青山小学,临安市公安局青山派出所,翠紫
9#-15# 塔拆导地线；2. 石航 1942 线航岭站青山派出所
苑小区 5 号变,翠紫苑小区 7 号变,翠紫苑小区 4
分线电缆移至 T 接箱，电缆制作、试验工作。3.石航 1942
号变
线航岭站翠紫苑小区分线电缆调换、制作、试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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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昌化县志》影印成书
通讯员 彭铖
本报讯 近日，由区地方志办
公室整理的民国《昌化县志》影印
成书，成为临安启动旧志整理工程
以来影印的第 6 部旧志。
民国《昌化县志》成书于民国
13 年（1924），主修知事陈培廷、李
芳、郑维钧、曾国霖，总理许昌言，
协修陈益选、潘秉哲、何崇楷等。浙
江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铅印，约 30
万字，8 册，18 卷，卷一至卷二舆地
志，设星 野 、沿革 、疆 域 、形 胜、山
川、水利；卷三至卷四建置志，设城
郭、公廨、学校、坛祠、坊巷、桥渡、
亭馆；卷五版籍志，设户口、土田、
赋役、物产；卷六风俗志，设风气、
岁时、俗礼；卷七礼制志，设祀典、
诸礼；卷八秩官志，设官制、职名、

区道路运输管理处

多措并举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战
治水拆违
通讯员 王健春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巩固治水
效果，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多措并
举，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战。
随着私家车保有量越来越多，
维修企业、洗车店遍地开花，如何
节约洗车用水、规范污水排放，是
维修洗车行业的重点问题，也是推
进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难点问题。
为此，区道路运输管理处一方面加
强宣传引导，走访大型洗车店，大
力宣传节约用水、环保洗车，倡导
洗车业主洗车时先用掸子掸掉灰
尘，再用湿抹布擦车，最后在冲洗
时尽量减少直接水枪冲洗，尽可能
地减少洗车用水。同时，强化源头
管理，对拟开办维修企业进行现场
勘验时，主动告知企业污水截污纳
管的义务，截至目前，2018 年共审
批 29 家汽车三类专项维修，其中

“临安办事一点通”
微信小程序

产生经营性废水的业户已经 100%
办理排水证。规范日常检查，经常
性走访检查维修企业、洗车店，规
范业户经营，提醒业户室内洗车维
修，杜绝洗车污水流到人行道，定期
清理沉淀池，保持环境干净，并将排
查结果抄告城市管理局，巩固多部
门联合执法效果。此外，还大力鼓
励企业推陈出新，组织维修企业通
过会议、培训，引用新技术、引进新
人才推动行业向绿色环保、低能耗
高效率转型升级。
目前，全区 144 家一二类维修
企业、城区 45 家洗车店已全部完成
截污纳管、雨污分离工作，审批通过
了一家蒸汽洗车，维修企业基本能
做到规范回收处理废机油、废轮
胎、废电瓶、废配件、废包装盒等五
废，密封存放机油油漆,杜绝油漆及
有害物质直接倒入污水口；洗车店
严格按照要求安装污水沉淀池，并
定期清理沉淀池中的泥沙，确保污
水正常纳管，五水共治效果初显。

武肃里社区

举办女性健康养生知识讲座

为了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日前，武肃里社区举办了“女性健康养生知
识讲座”，让广大妇女了解合理营养膳食、科学运用中药调理的养生之法。
通讯员 许雨红 摄

受委托,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8 年
10 月份拟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租。现就有关事
项预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简介：
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大园新城南
区，具体位置为大园路及天柱街 25 处房产租赁
权。以上所有标的起拍价等相关事宜详见《预拍明
细表》。
二、注意事项：
1.标的物所在租赁年限为 5 年；
2..起拍价约为 30 元/平方/月；
3.标的物不得转租经营，拍租人即为实际经营
人及相应证照持有人；

“杭州办事服务”
APP

宦绩；卷九至卷十选举志，设科甲、
贡生 、毕业 、武 功、征辟 、封 荫 、吏
选、议员；卷十一至卷十四人物志，
设戚畹、忠勋、政业、孝友、义行、文
苑、列女、寓贤、耆瑞、忠义、仙释；
卷十五事类志，设灾祥、兵氛、古
迹、丘墓、寺观；卷十六至卷十八艺
文志，设序、记、铭、启、赞、歌、诗、
赋、
书目金石典籍藏书等。
影印采用宣纸印刷，穿线装
订，配以绫面，外加函套，保持旧志
原有风貌。该志原件藏上海图书
馆，区地方志办公室委托杭州金汇
科教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底本
采集、扫描、修点等工作，由杭州富
阳正大彩印有限公司承印，总数
235 套。该志的影印成书，
更好传承
了临安的历史文化，也有助于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4.最终以正式拍租公告为准。
三、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
并提供相关资料。有意参加竞拍者，单位凭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公章、
（需盖章）；个人凭身份证、
《预登记表》
《预登记表》
（需签字）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17 时前到本
公司办理竞拍预登记手续，。
四、报名地点：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 号
康城拍卖公司（明泰房产二楼）。
联系电话：63963605，13175135117（方先生）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1 日

（7）事项名称：身份证挂失申报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个人提交材料：
1. 身份证丢失的申请人向公安派出所
（办证中心）提出挂失申请；2.确认挂失信息

之后，直接予以办理挂失申报。
办理地点：区行政服务中心及区内任一
公安派出所
咨询电话：0571-23616052

（8）事项名称：临时身份证的申领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个人提交材料：无

办理地点：区行政服务中心及户籍所在
地派出所
咨询电话：0571-23616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