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新时空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 周年

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更

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如梦如幻的
水上森林，满山红叶的秋天童
话，银杏飘零的古老村庄……不

得不叹服，秋天的临安美得就像
一幅画。

实习记者 胡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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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到多云袁偏北风 3 级袁气温 9 到
14度袁 平均相对湿度 75%袁 空气质量指数

30到 50袁 空气质量等级为优曰 明天阴转小

雨袁东北风 3级袁气温 9到 14度遥

临 安 发 布 今日临安客户端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在前期多部门联合检

查的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再次

出击，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教育

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以有效

治理教育培训机构违法违规经营

等问题，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在全面摸清底数、形成信息

库基础上，区市场监管局牢牢锁

定民办非学历文化教育培训机构

以及艺体类、托管教育机构，注

重与经营者面对面交流，宣传引

导，提升规范经营意识，并围绕

办学资质、登记事项管理、招生

广告宣传、合同签订、食品安全

等内容展开了督查。检查中，执

法人员重点检查教育培训机构是

否存在证照不齐、超范围办学、

供餐不规范等现象以及是否存在

对升学、通过考试、教育培训效

果做出保证性承诺等虚假广告行

为，同时提醒在场的学生家长事

先应充分了解教育培训机构是否

具有办班或办学资质、信誉是否

良好等一些注意事项。

“从检查情况来看，有部分民

办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文化课程

培训服务，只有工商营业执照，

却没有办学许可证，因此我们移

交至有关主管部门处理。”区市场

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检查

中还发现 2 家无需教育部门前置

审批的培训机构没有营业执照，

另外有 8 家供餐的培训机构无法

提供食品经营许可证，针对这些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执法人员责

令其停业整改。

区市场监管局

教育培训专项整治持续发力

今年以来，我区出现了不少清雅自然、白墙

瓦黛的农村公厕，在村庄路边，亦或在村落景区

内。干净漂亮的厕所，现在在临安农村比比皆

是。10 月底，随着新建的相见客厅村落景区内

一座公厕的落成，我区的 2018 年度农村公厕建

设改造任务全面完成。

全区农村公厕改造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作为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农村公厕建

设改造，临安已超额完成省市布置的 580 座农

村公厕建设改造任务。截至目前，共新建、改建

607 座农村公厕，完成率达 104.7%。

“厕所革命”是今年省、杭州市重点民生实

施项目，也是我区今年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前

期，区农办组织开展了全区农村公厕现状调查

工作，准确掌握全区农村现有公厕数量、硬件设

施、具体位置以及拟新建和改造数量，全力推进

农村公厕改造工作。各镇街克服困难，抢抓时

机，统筹推进此项工作，对没有公厕或原公厕拆

除的，根据人流量配比进行新建和扩建；对功能

欠缺、标准较低的公厕，进行提升改造，要求达

到“有水、有电、有纸、有人管；无臭、无垢、无损、

无积水”的创建标准。

领来省级农村公厕“靓颜”任务后，我区自

加压力，计划新建和改造提升农村公厕 607 座，

其中，独立式厕所 284 座，附属厕所 323 座；新

建 79 座，改造提升 528 座。同时，高质量、高效

益推进农村公厕综合整治这项民生实事。

我区农村公厕改造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

及面广。区农办迎难而上，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特

色工作方法。

“四结合”，统筹推进农村公厕改造工作。结

合村落景区建设、杭州市级村庄生态修复建设、

文化礼堂建设和美丽公路建设项目，农村公厕

建设改造工作有序开展。去年，我区在全省率先

建设村落景区，首批 10 个村落景区已基本建

成，第二批 12 个村落景区今年也已启动建设。

创建中，在村落景区内的 87 座公厕被列为重要

建设内容进行了配置。其次，今年全区 115 个生

态修复项目实施村，每个村必须有一座达到杭

州标准的公厕。同时，为加快推进文化礼堂长效

机制建设，今年我区要新建或改建百余个文化

礼堂，标准公厕是文化礼堂建设的标配之一。此

外，乘着美丽公路建设的东风，公路沿线休息驿

站的美丽公厕配置也让农村公厕新建改造工作

搭上了一趟“顺风车”。截至目前，太湖源、天目

山等美丽公路沿线 10 个公共厕所相继亮相。

“五到位”，确保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工作高

质量有序推进。农办作为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工

作牵头单位，在 3 月 15 日就召开此项工作动员

会，要求各镇街落实专人负责农村公厕建设改

造工作，做到动员到位。随着时间推移，在大家

对建设改造标准存在迷惑时，在 7 月 19 日及时

召开农村公厕建设改造现场培训会，召集各镇街负责农村公厕改造工作

的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培训，通过参观不同类型的公厕改造现场，了解了改

什么、如何改、改到位，做到培训到位。组织各镇街相关人员前往桐庐县、

富阳区等地学习农村公厕改造经验，促使各镇街提高认识，针对具体问

题，把各自辖区内的对标改造类公厕提高标准整改到位。整合资源开展农

村公厕建设改造推进工作，做到督查到位。农村公厕建设改造工作已分别

列入省、杭州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区人大也很关心此项工作，多次对我

区的农村公厕建设改造情况进行督查。在 10 月中旬，区农办开展了美丽

乡村（农村公厕）建设互看互学大比武活动。落实财政专项补助资金，做到

保障到位。区财政追加农村公厕改造专项奖补资金 1110 万元，拟定了资

金管理办法，确保农村公厕改造费用的保障落实。

这个月底前，镇街自行完成公厕建设查验后，还要经区级核验和省市

考核验收。接下来，区农办将组织评选一批美丽农村公厕，以点带面，促进

我区农村公厕环境卫生面貌大提升。最重要的是，要加快落实农村公厕常

态化管理。区财政已落实专项资金，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建立“一厕一

长”的长效管理机制，对全区 607 座农村公厕实行专人负责保洁管理，并

将每座公厕的详细信息录入智能化管理平台，便于后期维护监管。

记者 王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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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入深秋，行走在昌北山

水间，漫山黄灿灿的山核桃树，映衬

着碧绿的华光潭之水，恍若置身一幅

金黄的秋画之中。这里，因一座水库

而焕发新颜。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之际，翻看临安重大水利建设档案，

华光潭水库这个 2007 年诞生的“新

生儿”，最初仅是供电之用。

华光潭水库在缓解杭州地区用

电高峰矛盾的基础上，还促进了我区

工业经济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同时也为下游地区减轻了防洪压

力。据悉，一级电站水库总容量 8260
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 1500 万立

方米。

水电站大坝是双曲拱坝，坝高

103.85 米，是浙江省同类型第一高

坝。身临其境，大坝宏伟壮观。而他的

孕育，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2001 年，

临安上报华光潭梯级水电站初步设

计报告书，并且成立了水库建设领导

小组。同年 7 月，华光潭梯级电站初

步设计得到批复。

2005 年 6 月 3 日，华光潭一级

坝下闸蓄水的时刻，四邻八乡的村民

纷纷赶来见证。次年，二级坝竣工。

2007 年，电站运行发电。从此，华光

潭翻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水库的建成，不仅为经济建设

提供了强大的动能，也成了当地新农

村建设的契机。路经华光潭水库，库

区周边的移民新村成了路人眼中的

一抹亮丽风景。华光潭水库工程涉

及 2 个镇 993 户 2715 人迁移房屋

203503 平方米。在这个庞大的系统

建设工程中，水库移民安置是其中一

项惠民工程，渗透在住房、交通、教

育、卫生等方面的点点滴滴。

为方便库区村民生活，新建跨

库人行便桥 8 座，生产便道 20 余公

里，移民小区统一建设自来水和雨污

管网系统，小区道路硬化，迁建乡镇

中心小学 2 座，卫生院一所。通过移

民安置工程，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

改善，新村面貌焕然一新。

华光潭村兔川自然村是水库建

设中淹没的老村之一。移民新村的

面积是原来的两倍，村前 18 省道穿

梭而过，绿水映碧瓦，花红柳绿。从原

来每人不到 6 平方米的破旧板房，到

新村的每户人家近 100 平方米的三

层小洋楼，垃圾分类集中处理，村庄

整洁美丽，硬件设施样样齐全。

这是一项福祉工程，公路由四

级升为二级，双车道，绿化景观带。道

路宽敞平坦，蜿蜒在群山怀抱之中。

路面上滚动的车轮，传递着欢快的致

富之音。特色旅游、农家乐建设、特产

远销……华光潭水利枢纽的建设，

进一步推动岛石这个浙皖边界的山

区小集镇的经济发展。在这里安居

乐业的百姓尝到了富民甜头。

华光潭水库是临安迄今为止最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工程，是水利人

用初心垒筑的一座水利丰碑。

今年，临安水利史上又有大动

作，中型水库—里畈水库要加高扩

建。这一笔浓墨重彩备受市民期待。

这已经是里畈水库的二次“长

个儿”。1993 年，里畈水库第一次扩

建，从坝高 50 米长成了 72 米的高

个儿。总库容由原来的 855 万立方

米，升至 2094 万立方米，成为临安

一座以防洪为主，结合供水、灌溉、发

电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这座位于太湖源镇里畈村的

“长老级”水库始建于 1966 年 10 月，

经过七年的劳苦，这座以灌溉为主的

小（1）型水库，用它 855 万立方米的

身躯滋养着下游嗷嗷待哺的百姓。

现在为何升级变身？主要是考虑到

城区的供水需求。

临安城区主要由里畈水库和水

涛庄水库联网供水，现状基本满足

需水要求，但远期可供水量不足。受

限于里畈水库和水涛庄水库目前的

供水能力，里畈水库进行挖潜扩容是

增加下游城镇供水、提高区域水资源

保障能力的需要。里畈水库扩建工

程，规划满足 2030 年水平年的优质

需水，正常库容增加至 3650 万立方

米。扩容后的里畈水库城镇供水可供

水量为 2920 万立方米。

苕溪流域西南部是我省暴雨集

中区之一，建国以来经历了 1963 年、

1984 年、1991 年、1996 年、1999 年

等流域性大洪水，近几年的“莫拉

克”、“海葵”、“菲特”等台风暴雨也使

流域防洪险情频发。现有流域防洪体

系在发挥效益的同时，仍需要不断完

善提升。里畈水库拟开展的扩容提升

工程，可大幅增加水库防洪库容，有

效提高水库下游城镇及临安主城区

的防洪安全，削减余杭、瓶窑节点洪

峰流量，减轻东苕溪流域的防洪压

力。

临安，依水而生，也因水而兴。

水利工程建设是民生大计，建成的每

项水利工程都成为兴水惠民促发展

的坚固基石。回望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临安兴水治水，绿色发展，修建战略

屏障，步履踏实，坚定前进。

记者 王苑阳

水润临安脉

记者 汪林

本报讯 16 日上午，副市长陈

国妹来临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经营

情况、存在的困难，并与企业家交

流，给他们加油鼓劲，帮助解决问

题。区领导骆安全、沈慧、何军参加

走访活动。

陈国妹一行实地走访了西子富

沃德和万马集团，了解企业发展情

况。她还与福斯特、奥星电子、万马

集团、西子富沃德、宇中高虹等企业

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企业的意见

建议。

奥星电子董事长詹有耕是临安

工业企业中的前辈，他在发言时说，

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市场的

困难，需要企业强身健体，提升竞争

力。就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他

建议，要更加尊重企业自主创新管

理，给企业留一些改进转变的时间。

西子富沃德是电梯电机制造的

领军企业，获得“浙江制造”认证。参

加座谈会的公司总经理杨志华建

议，对于获得“浙江制造”认证的产

品，希望在招投标中能有加分项，鼓

励企业注重产品品质。

宇中高虹是我区绿色照明企业

的代 表，近 年来 从 节 能 灯 转 向

LED，最近又与其他企业合资创建

宇鑫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目标五年

时间实现年销售产值百亿级。作为

传统产业转型的探索者，该企业负

责人建议，加大对企业转型升级的

支持力度。

区委副书记、区长骆安全对企

业家们的建议当场作出了回应。对

于企业提出的个性问题，他表示，要

逐一研究，限时解决。就“浙江制造”

产品，骆安全指出，将依照相关规定

在政府采购产品中加以落实。针对

企业转型升级，骆安全回应说，临安

产业发展坚持“高端引领、新老并进、

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正逐步推进电线电缆、绿色

照明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计划。

陈国妹在讲话时指出，临安的

企业家精神振奋，面对外部环境带

来的困难，保持良好定力，积极推进

企业“强身健体”，努力克难攻坚。临

安的企业创新势头很好，不断提升

创新能力，增强企业竞争力。临安党

委、政府积极回应企业关切，高度重

视企业发展，努力创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陈国妹强调，民营经济是杭州

最大的特色和优势，民营经济兴则

杭州兴，民营经济强则杭州强。企业

是市场的主体，要真心诚意、设身处

地地为企业服务，帮助解决困难，营

造一流营商环境。对于企业提出的

问题，要主动对接，能解决的要立马

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尽力往

前推进一步。

副市长陈国妹来临与企业家谈心

记者 汪林

本报讯 16 日下午，区委副书

记、区长骆安全，副区长陈立群一同

调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他

在调研时强调，要坚定信心，勇争一

流，以舍我其谁的决心，确保高标准

通过省级验收，实现全省领先、杭州

一流。

骆安全一行来到板桥集镇，走

访调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成

效。他走街串巷，实地检查整治项目，

既看重要景观节点，更看背街小巷整

治情况，不时对一些细节问题提出要

求。板桥镇将于 11 月底迎接省级验

收，目前整治项目主体已经完成，正

抓紧时间做好扫尾工作和查漏补缺。

骆安全在走访时指出，要注重环境细

节，确保背街小巷整洁有序。要加强

交通管理，提升集镇秩序。要注重发

挥优势，打造当地特色。

实地调研后，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汇报会召开，区领导专题

听取各镇街工作进展。今年我区共

8 个镇街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岛石镇和潜川镇已经高分通过

省级验收，玲珑街道和板桥镇将于

11 月底接受验收，於潜镇、昌化镇、

龙岗镇、清凉峰镇将在 12 月份迎

检。目前，各镇整治项目大多完工，

剩下的主要是部分项目追赶进度和

整体环境的细节打磨。

骆安全对全区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给予肯定。他认为，经过近

一年的努力，各镇街集镇环境、秩序

有了很大变化，小城镇的形象明显

提升。

就下一步工作，骆安全指出，不

论任务多重，都不允许降低工作标

准，必须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工作目

标。各镇街要以创建省级样板镇为

目标，比一比、赛一赛，推动全区小

城镇环境整治工作实现省级优秀，

走在杭州前列。不论工期多紧，都不

允许放松质量管理，影响资金使用

绩效。各项工程都要争创精品示范，

经得起时间检验和群众评判，让群

众更有获得感。

骆安全强调，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已进入冲刺阶段。各镇街要调

兵遣将，集中攻坚，发挥镇村干部、

党员群众的作用，推进网格化落实。

要根据镇治办开出的问题清单，逐

个解决，查漏补缺。各相关部门要靠

前服务，实施专班化运作，集中精力

现场办公，为镇街提供鼎力支持。

骆安全调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时强调

坚定信心 勇争一流 确保高标准通过省级验收

临安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