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 失 公 告
李国芬遗失残疾证，声明作

废。

金彩娣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何华信遗失残疾证，声明作

废。

高志君遗失残疾证，声明作

废。

临安市企业家协会遗失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 码：51330185773591324B，

声明作废。

潘晓芳、王东伟遗失锦城街道

广场花园 1（1 幢 531）不动产证，

证号：浙（2017）临安市不动产权第

0005874 号，声明作废。

宣传五水共治尧 提醒

居民注意防盗防骗尧 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噎噎在兰岭

社区袁有这样一群党员袁虽
然已不年轻袁 但却积极参
与社区各项活动遥

通讯员 吴灿萍 摄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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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轶润

本报讯 游泳 1.5 公里、骑行

40 公里、跑步 10 公里，这些项目需

要一个人在 4 小时内完成，超出 4
小时就无法取得成绩。这就是铁人

三项，一项考验着体能与意志的运

动。

“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铁人

三项离我们普通人并不遥远。”程

媛媛是临安钱王铁人三项运动俱

乐部的成员之一，就在刚刚结束不

久的宁波东钱湖中国铁人三项联

赛总决赛中，这位 89 年的女铁人

以 2 小时 47 分的成绩获得该年龄

组的第一名。而取得这个成绩的

她，真正接触铁人三项不足两年。

有人说减肥是女人终身的“事

业”，程媛媛也不例外，最开始参加

运动是为了减肥。当时选择的项目

是游泳，学了没几天，她就熟练掌

握游泳技巧，没几个月就学会各类

泳姿，且游泳速度还很快。在临安

钱王铁人三项运动俱乐部创始人

汪海波等创始人的提议下，程媛媛

和丈夫王飞开始了铁人三项之旅。

“自行车本来就会，跑步也很

简单，有人提议试试铁人三项，就

去参加了。”程媛媛说真正投入到

铁三，才会发现，这项运动并非高

不可攀。她与丈夫都是从健身小白

慢慢摸索，最后能到各处参加铁三

的比赛，“只要训练得当、身体健

康，都能成为‘铁人’。”

对于从未运动的人而言，一

口气跑上 5 公里已是一番“成

就”，而铁人的赛程是 51.5 公里。

许多人被这组数据阻隔，无法迈

出第一步。

铁三难不难？难。你入水游泳

时可能是深秋，湖水冰凉，让你打

起退堂鼓；骑行时，可能会遭遇爆

胎、掉链子；跑步时，可能因为过度

疲劳而抽筋；还有长距离、长时间

不间歇的运动带来的疲累……但

是当你独自克服这些磨难到达终

点，就证明又一次战胜自己。

“来俱乐部参加铁三的都是上

班族、个体户，都不是职业选手，但

是经过训练后都能很好地完成。”

汪海波说，比赛过程艰辛，但是当

你冲向终点的那一刻，铺天盖地的

成就感将你包围，就会发现路途中

的疲劳都不算什么。这就是“铁人

精神”，只要终点还在便步履不停。

汪海波说，在参加铁三前，他

最常做的运动是跑步。当时的他身

高 1 米 7 几，体重却有 170 斤。为

了维持身体健康，他与朋友徐广开

始相约跑步，从最初的几公里，到

后来的马拉松，跑着跑着就把多余

的脂肪给“甩了”。这时候徐广在网

上看见铁人三项的新闻，于是提议

要不要试一试？

这一试就停不下脚步。曾经跑

过马拉松的耐力为完赛铁三奠定

了基础。“这是一项全身运动，身体

大部分的关节都能运动到，相对而

言运动损伤也会更小。”汪海波说，

跑步前需要热身防止运动损伤，而

铁三在跑步前就进行游泳和骑行，

跑步时关节会更灵活。

每周，俱乐部都会安排两到

三次的训练，每次游泳、跑步、

骑行轮番进行。“相比单一运动，

铁三的运动项目更多样，趣味性

也更多。”徐广说，上班时他们会

在早上 5 点起床，跑上几公里。

周末则骑车去太湖源、湍口等地，

既看了风景又训练了体能。自从

把铁三当成业余爱好，平常刷剧、

玩游戏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铁

三。如今，俱乐部的一些“老铁

三”不仅有健康的身体，还有漂

亮的肌肉线条。

他们只是被对手打败，但从

来没有被自己打败。“在铁三的

赛道上，我们还遇见过断臂的选

手、也有 70 岁还在赛道上奔跑、

骑行的老人。”程媛媛说，只要你

去尝试，铁三其实离你很近。

在临安建立铁人三项运动俱

乐部的初衷也是想把这项运动推

广出去，让更多人了解、热爱。

汪海波说，去年临安的“铁人”

圈子只有十五六名爱好者参赛，

到了今年参赛人数已上升到四五

十人，爱好者已经有一百余名。

他们欣喜地看见，在全民健身大

热潮的推动下，铁三这项运动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他们要

做的，就是普及铁三知识，让更

多人知道，只要你身体健康、有

毅力，51.5 公里的距离只在“一

念之间”。

临安有支“铁人队”

游泳、跑步、骑行，他们能在4小时内完成51.5公里
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近日，随着 83 岁老人

王来芬家里安防看护系统“孝心眼”

的安装，锦南街道横岭村 40 多位

80 岁以上留守老人全部安装了“孝

心眼”，横岭村在外打工、经商、创业

的小辈们可以通过“孝心眼”安防看

护系统，了解留守在家的老人们的

生活起居和身体状态。

横岭村地处海拔 380 米的横岭

山上，全村有 384 户人家，1087 人

口，村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在外

经商、打工、创业，村里留守的基本

是老人。为了解留守在横岭山上老

人的生活起居和身体状态，让外出

打工、经商、创业子孙安心在外工

作、创业，横岭村党支部、村委会为

全村 42 户 80 周岁以上留守老人家

里免费安装了“孝心眼”。“孝心眼”

是一种基于 4G 全网通和 WiFi 的

居家养老和居家安防监控系统，该

设备可以通过 APP 实现视频直播、

实时拍照、远程录像、红外夜视、亲

情互动、紧急求助、生活记录、安全

监控布防撤防、生活异常报警、热点

分享等功能。它既是一个移动互联

网入口，又是物联网控制中心，能连

接各类紧急求助、安防报警等智能

附件。“孝心眼”安防看护系统安装

后，外出的子女们通过手机屏幕就

能 24 小时观察家中老人们的生活

状态，还可以视频通话。

横岭村村委主任周超群说，为

80 岁以上的留守老人、独居老人

免费安装“孝心眼”安防看护系

统，是村党支部村委会 2018 年民

生实事工程之一，也是村关爱老人

的举措之一，旨在传承弘扬“孝”

道文化。

横岭村80岁以上留守老人
家里安上了“孝心眼”

停电通知2018年 11月 19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1-22 08:00-
16:30

停龙马村[龚家 2#]公变低压总刀
闸以后 龙马村[龚家 2#]公变

10kV 西游村[鲍家西关]公变,10kV 西游村[西关大镜坞]公变,10kV 西游村[鲍家三茅坪]公
变,临安市绿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kV 西游村[西关外田畈]公变,杭州大地之野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10kV 西游村[冰川石寨]公变,临安市西天目玉龙山庄

10kV 徐村村[盛村]公变,10kV 徐村村[盛村赤坞外]公变,10kV 徐村村[盛村赤坞]公变

10kV 告岭村[东关大塘中]公变,10kV 告岭村[东关火堂湾]公变,10kV 告岭村[东关大塘外]公
变,10kV 告岭村[东关田春堂]公变,临安绿联林业开发有限公司,10kV 告岭村[东关中宝坑]公
变,10kV 告岭村[东关村]公变,10kV 告岭村[东关大塘]公变,10kV 告岭村[东关水厂]公变

郜岭 V293 线 250# 杆西关分线
开关后段

门口 V295 线 33# 杆赤坞分线开
关后段

门口 V295 线东关分线 34# 杆开
关后段

08：10-
18：40

08：30-
17：00

08：10-
18：40

11-26

11-28

11-28

10kV 海龙村[海龙村]公变,10kV 海龙村[许家]公变,10kV 海龙村[火焰山]公变,10kV 海龙
村[龙寺]公变,10kV 海龙村[何家]公变,10kV 海龙村[方家]公变

10kV 武村村[武村西川坞]公变

10kV 杨洪村[杨洪黄家]公变

临安市昌化公路段,10kV 登村村[马家畈]公变,临安市横路乡鹤岭轧石厂,10kV 登村村[登
村]公变,10kV 横路村[鹤岭云雾]公变,10kV 横路村[后干前村]公变,10kV 登村村[千秋关
口]公变,10kV 横路村[鹤岭]公变,临安市公安局,10kV 登村村[登村林场]公变,10kV 登村
村[牌坊坞口]公变,10kV 登村村[张家]公变,10kV 横路村[后干]公变,临安市橡胶厂

姜家,临安杰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塘下村

城后 V512 线海龙分线 45# 杆开
关

鹤里 V256 线武村分线高桥头支
线 17# 杆 10KV 武村村（武村西
川坞）公变令克

千洪 V121 线杨洪分线杨洪黄家
支线 3# 杆 10KV 杨洪村（杨洪黄
家）公变令克

鹤里 V256 线寨村分线千秋关支
线 16# 杆开关

停下城 V351 线塘下支线 2# 杆
开关以后

08：10-
17：20

08:10-
11:50

13:10-
16:50

08:00-
17:50

08:00-
16:00

11-27

11-29

11-29

11-30

11-27

临安市高虹翻砂厂,临安光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市全宇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市光
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市沈氏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碧桂苑马溪安置小区 1 号变,碧桂苑马溪安置小区 2 号变

杭州太和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泥马 V350 线沈氏照明分线 1#
杆开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停碧桂 V104 线马溪安置小区支
线 1# 杆碧桂苑马溪安置小区 1
号变开关

停碧桂 V104 线 5# 杆杭州太和
健康食品有限公司配变令克

08:20-
11:20

08:30-
14:50

08:30-
17:00

11-28

11-27

11-29

杭州杭临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手表元件厂公变,丰泽苑 1#,竹林后畈公变,丰泽苑 2#,马溪村[二中]公变,10Kv 竹林后畈
3# 公变,竹林村[临天桥]公变,临安市体育学校,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基建变,临安市技工学
校,杭州临安城市园林有限公司

停苕溪 V107 线青年路分线 1#
杆青年路分线开关

停党校 V105 线临天桥分线 1#
杆临天桥分线开关

07:30-
18:00

07:30-
18:00

11-30

11-30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临安区9月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统计表 填表时间：2018 年 9 月 10 日

序
号

所
在
地

水源地
名称

保护区类型
（一级/二级）问题类型 问题具体情况 具体整治措施

（截止目前整治进展）
计划完成
整治时间

备注
（新增问题请注明）

1

杭
州
市
临
安
区

里畈

一级保护区 交通穿越 02 省道穿越

已落实了 S205 省日常公路养护
工作制度，修复病害路面、完善
公路排水系统，增加路面保洁频
率，完善落实了应急收集池。

2018 年底
整改完成

已完成并上报市局
销号

2

二级保护区

交通穿越
二级保护区内
有 02 省 道 和
东关线穿越

已落实了二级保护区内有 S205
省道和东关线日常公路养护工
作制度，修复病害路面、完善公
路排水系统，增加路面保洁频
率，完善落实了应急收集池。

2018 年底
整改完成

已完成并上报市局
销号

3 农业面源

山核桃、竹林、
茶叶等经济林5336000 平 方
米

已印发《关于里畈饮用水源地农
业面源污染及农业种植问题的
整改方案》临林﹝2018﹞131 号文
件，落实相关措施，有效控制水
源地周边环境污染。

2018 年底
整改完成

已完成并上报市局
销号

兴业银行近日发布公告，为进一步提升信用卡服

务水平，定于北京时间 2018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六）0:
00 至 24:00 进行信用卡系统升级。届时，除信用卡挂失

业务外，该行信用卡境内外所有业务将暂停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信息查询、卡片激活、刷卡消费、线上支付（含

各类快捷支付）、取现、还款、转账、分期、调额、生活缴

费等。为此，该行也特别提示届时有信用卡业务需求的

客户，提前做出安排，错时办理相关业务。

近年来，在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政策的推动下，国

内消费金融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国民对信用消费的

诉求不断增强，国内信用卡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兴业银行紧贴客户需求，抢抓市场机遇，围绕

信用卡“活力人生”核心品牌，以互联网场景布局和跨

界合作为抓手，积极构建数字化经营平台，推动信用卡

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 2018 年 6 月末，兴业银行

信用卡累计发卡量突破 3600 万张，仅上半年即新增发

卡近 560 万张，同比增长 37%，交易量增幅超过 66%。

信用卡业务规模快速上台阶的同时，兴业银行坚

持科技引领业务发展，通过信息科技系统的优化提升

不断夯实信用卡发展基础。据介绍，该行信用卡系统此

次升级焕新，客户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将显著增强，其

中信用卡业务日交易处理能力将实现从千万级到亿级

的飞跃。同时，新系统将更好地整合发挥大数据、人工

智能、云计算等科技力量，加速该行信用卡业务的数字

化转型，进一步融贯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充分融入衣、

食、住、行、娱等居民生活消费的各个领域，为客户提供

更加便捷、安全和个性化的服务，全面提升客户用卡体

验。

据了解，兴业银行已先后组织了多轮系统测试与

模拟演练，同时制定了业务连续性应急预案，以确保升

级平稳顺利。

兴业银行信用卡系统 11月 24日升级焕新

通讯员 王建中

本报讯“这种现场宣布处分决

定还是第一次，带来很大的震撼。我

们要以此为鉴，严守各项纪律规定。

作为科室负责人，就要履行好管理

责任，管好自己的同时也管好科室

同志。”昌化镇党政办负责人说。

近期，昌化镇召开机关作风建

设大会，会上镇纪委对发生在昌化

镇朱穴村的违规建房审批案件处分

决定进行了通报，对当前昌化镇机

关干部在履行职责、工作效能、自律

守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

的分析，对“三不”干部处理办法进

行了学习。通过观影警廉，以学明

责，以案促廉，要求机关干部从自身

做起，正心明道，优化作风，树立和

维护好干部形象。

为达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规

范一域的目的，镇党委要求全体机

关工作人员要牢牢树立人人争优、

对团队负责，脚踏实地、对群众负

责，敢于担当、对历史负责，敬畏法

纪、对自己负责的工作理念，认真对

照，反躬自省，汲取教训，让纪律成

为自己的安全带、让制度成为自己

的保护伞，让规矩成为自己的防御

盾，确保自己在干成事、干好事的同

时，不犯错、不出错。

昌化镇
做好执纪监督“后半篇”文章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14 日凌晨 5 时 40 分，

临安分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位于

锦城街道锦城四中厨房内有一名女

子手被卡在压面机中，无法动弹，急

需救援。接警后，分指挥中心立即调

派临安消防中队 1 车 7 人前往处

置。

5 时 48 分，临安消防中队到达

现场，在报警人的带领下，消防队

员来到厨房，只见一名女子的手被

死死地卡在压面机中，且女子情绪

十分激动，情况万分紧急。指挥员

了解完现场情况后，立即下达作战

命令，一边让一名经验丰富的消防

队员操作荷马特破拆工具进行破

拆，一边尽力安抚受伤人员的情

绪。消防队员用万向剪将压面机一

侧剪出一个缺口，最后用扩张剪将

压面机扩开。

经过 5 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

成功将女子被卡的手取了出来，并

移交 120 救治。

女子手卡压面机 消防火速营救

志愿服务社区行

日前袁2018杭州市临安区导游

大赛总决赛在万豪酒店举行遥 经过
多个环节激烈的角逐袁天一国际旅

行社尧新世纪国际旅行社尧阳光假期

国际旅行社尧 大明山景区和新天地
旅行社获得本次大赛的组织奖曰一
二三等奖的参赛导游获得 野临安区
文明导游员冶尧野青年岗位能手冶的称

号遥 颁奖后袁由区旅游局倡议袁成立

野临安区导游员之家冶袁 并向导游员

之家首批 16名导游员和讲解员颁

发证书遥
此次大赛旨在进一步提高我

区导游员的服务能力袁扩大旅游品
牌的影响力袁 提升全区旅游服务的

软实力遥 记者 陈伋 摄

临安区导游大赛圆满落幕

健康临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