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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荣

本报讯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

积极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模

式，推进财政档案数字化管理，依

托公文管理系统，实现档案管理新

突破。

该系统以电子文件、目录数据

库为基本保管对象，按照安全、分

类、有序的原则管理系统内存储的

电子文件，能够提供日常公文的起

草、审批、签发等相关流转环节的

管理，有助于减轻档案数字化工作

量。

截至目前，该局已相继完成了

文书、契税、会计凭证等录入工

作，累计数字化转换条目数超过

10000 条，完成扫描 20 余万页。

数字化档案管理，将档案的出库登

记、数字化前处理、档案扫描、图

像处理和档案归还等各环节落到实

处，不仅缩减了查档时间，而且还

提高了查档效率，同时也增强了档

案原件的保护力度。

下一步，区财政局将进一步加

强电子档案管理培训，学习档案管

理工作的最新要求，掌握管理工作

要点，继续推进数字化建设工作。

区财政局积极推进档案管理数字化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随着兰锦社区文化礼

堂旁的公厕落成，锦南街道完成了

今年厕所革命提升改造任务。

这座公厕并不“豪华”，但却

吸引了不少路人来探访。“以后文

化礼堂肯定很多人，如果没有单独

的公厕，多不方便。”兰锦社区的

杨女士带着她的“姐妹团”来参观

即将竣工的文化礼堂，顺便带她们

“见识”一下新建的厕所。“感应

式的水龙头、干手器、免费提供纸

巾，墙上还有装饰画……”杨女士

和她的朋友对这个厕所显然很满

意。

今年以来，锦南街道投入 62
万余元对 9 个行政村的公厕进行

提升改造。其中，新建 1 座，改

造 17 座，保证了每个村都有两个

干净明亮的农村公厕。“不是说

农村里没有公厕，而是以前都把

公厕建在村委、合作社里，没有

单独的建筑。公厕比较‘隐蔽’，

导致百姓‘如厕难’。”锦南街道

农业农村科副科长陈雄伟说，另

一方面由于厕所蹲位在数量和男

女比例上没有进行科学布局，经

常出现排长队的现象。管理上的

“随意性”也往往导致公厕堵塞、

充满异味。

杨岱村村委门口的公厕也是今

年改建的公厕之一。原先的厕所建

于 2010 年，是通槽式公厕。“旁

边就是工业园区，这条路上来来往

往的人很多。这座厕所的‘人气’

也就特别高。”陈雄伟告诉记者，

通槽式厕所往往很难冲洗干净，人

一多就异味乱窜。“站在马路那头

就闻得到臭味。”而改造后的厕所

不仅有独立的蹲位，还设置了扶手

抓杆等无障碍设施。

“厕所改造好了，更要做好后

续管理，不能让公厕环境‘昙花一

现’。”陈雄伟表示，今年在做好厕

所基建的基础上，明确了每个公厕

的责任单位和保洁制度。在杨岱村

村委门口公厕的墙上，记者看到有

一块“公共厕所管理牌”，上面有

保洁要求、管理责任单位和监督电

话。“我们还将进一步摸索长效管

理机制，确保公厕卫生有人打扫，

厕具坏了有人管。”

锦南街道：
农村公厕建好更要管好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100 减 7 等于几？”10
日晚上，面对医生的提问，区禁毒

办专职副主任徐凯军吃力地摇了

摇头。他的身上正插着呼吸机，打

着点滴。这样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怎么会让一个 49 岁的成年人回答

不上来？

闻讯赶来病房的局领导、同事

们，不禁心中一惊。区公安分局政

治处的一名年轻民警在工作中跟

徐凯军打交道比较多，她走上前，

喊了一声“徐主任”。“你是……”徐

凯军的言语中充满了疑惑。“我是

小符呀。”“哦、哦……”听到这里，

这名年轻女警眼睛一红，眼泪差点

就掉下来了。

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是脑梗。

刚送到区人民医院神内二科的时

候，徐凯军已经口齿不清，几乎认

不出人，眼睛里不停地在流眼泪，

颅压检查出来有 190 多。医生立即

安排手术，做了腰椎穿刺抽取脑积

液，进行化验确诊。

“一直劝他休息下，如果我们

帮着多分担一点，也许他就不会这

样了。”区禁毒大队民警安定心痛

地说。

事发的 10 日，安定一直陪着

徐凯军在外检查，进一步夯实全国

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上午

9 点，前往板桥镇某企业检查易制

毒化学品；9 点 40 分，前往上田村

文化礼堂查看禁毒宣传；11 点，到

板桥镇政府查阅该镇禁毒相关工

作台账；中午 12 点，到酒店检查禁

毒防火墙设置；下午 2 点 40 分，又

赶到城东小学禁毒教育基地。

“9 点多到上田村的时候，他人

就不对劲了，只能喊出我的名字，

眼睛看不清手机。到了下午，眼睛、

头开始痛起来。从城东小学出来

后，我们送他到医院，刚到门口，他

又说，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可能是

感冒了，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安

定回忆说。可没等徐凯军开门进

家，他在小区已经站立不住。邻居

见状，赶紧送他到医院。

“经初步诊断，属于病毒性脑

炎。”区人民医院神内二科主任俞

厚明向家属通报了病情。他说，很

可能是病人长期劳累，身体抵抗力

明显下降，从而导致潜伏在神经元

的病毒发作，侵入了脑部，引发急

性脑炎。

在同事们眼中，徐凯军是不折

不扣的“老黄牛”，干工作很拼。说

是副主任，但是他却包揽了宣传

员、督察员、社工等工作，经常前往

企业检查易制毒化学药品控量，到

禁毒教育基地、村社区宣讲禁毒知

识，引导吸毒人员回归社会。最近

两个月，他没休一天假，经常加班

到很晚，办公室成了“第二个卧

室”。这些年，他先后荣获全国禁种

铲毒先进个人、浙江省第二届最美

禁毒人提名奖等称号。

今年杭州创建全国禁毒示范

城市，徐凯军的工作更加忙了。除

了打击、预防教育，他还积极联

系爱心企业，为涉毒困难家庭子

女提供帮助。临安农商银行与区

禁毒办签订了禁毒公益爱心协议，

将在三年间帮扶 3 到 5 名涉毒困

难家庭子女，每年为每户家庭资

助 2 万元。此外，福斯特、鼎昇

建材、康锐药房、天阳置业、万

马集团等多家企业也参与到禁毒

公益事业中。

“他常说，禁毒是一件功德无

量的事情。少一个吸毒的，就能挽

救好几个家庭。自己累点、苦点不

算什么。”区禁毒大队负责人说。

谁也没想到，这位曾经当过潜

水艇兵、近 40 年不住院的“老黄

牛”把自己累倒了，还病得很重。

目前，通过抽取脑积液、药物

治疗，徐凯军的病情得到了稳定。

可他一看到同事进了病房，询问的

第一句话永远跟工作有关。

当天突发头痛、视力模糊、记忆力明显下降，他强忍不适检查了企业、村、镇、
酒店、学校……

禁毒“老黄牛”这次真的病倒了

在高虹镇大山村林家塘自然村袁一座名叫黄泥塘的高山上袁有一条神奇

的野红河谷冶袁当地人叫它野黄金滩冶遥 这条山溪比较宽袁河床是一整片红色坚

硬的岩石袁而且没有任何的泥沙袁十分干净袁清澈的山泉水在红色的岩石上

潺潺流淌着袁十分美丽而神奇遥 通讯员 许雪珍 摄

渊上接第 1 版冤6 月 11 日，厂党

支部、工会、厂务委员会一致通过

以“负资产转让给个人经营”的改

制模式。6 月 21 日，临安有机化工

厂五届二次职代会对企业改制模

式进行专题讨论，经表决，一致同

意临安有机化工厂以负资产转让

给谭士滨（原厂长）个人经营，资产

主体由集体变更为私人。

个体私营企业收购中外合资

企业。1997 年 7 月，个体私营企

业———杭州远洋运动器材有限公

司以 260 万元买断设备、65 万元租

赁厂房的形式，收购已停产一年多

的中外合资企业———国际橡胶球

有限公司。“远洋”公司收购后，通

过对厂区环境、设备、人员等一系

列的整改，仅 20 天时间，就恢复生

产，且产品质量达到出口要求。公

司主要产品橡胶球、游泳帽 93%出

口，当年生产效益明显，被临安市

工商局评为“先进私营企业”。

1998 年，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

私营和个体经济健康成长，促进民

营经济实现新飞跃，为工业发展提

供持续动力和制度保障。当年 12
月，临安华兴服装有限公司被省乡

镇企业局评为全省重点农村私营

工业企业。全市农村个体私营企业

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积极投身市

场经济，取得了持续、稳定发展。全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88.06 亿元，占

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 70.40%，比

上年增长 9.86%。

随着农村私营工业企业归口市

乡镇企业局管理和国有、集体以及

原有乡镇集体企业改制的逐步到位

后，临安对没有国有、集体资本控股

的民营企业，一般统称为非公有制

企业。﹙以后又统改称为民营工业企

业﹚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二十

世纪末，临安国有经济的份额从

1978 年的 57%调整到 0援9%；集体经

济从 34%调整为 26援8%；股份制、中

外合资、私营个体经济等其他非公

经济成份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8援3%
猛增到 72援3%。多轮驱动和多轨并

行的多元化民营经济崛起后，已成

为临安今后工业经济实现跨越发展

中的主力军。

二尧发展中临安民营工业经济

临安民营工业经济在党的改

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从小到大、从

弱到强，坚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经历了具有临安特色的“5818”和

“10100”工业强队建设与培育。

“十一五”时期，临安工业经济

在转型升级中快速发展，民营工业

经济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在加

快推进省级青山湖科技城建设的

同时，推开了横畈、太湖源、龙岗等

一批工业大平台，培育壮大了万马

集团、宇中照明、福斯特等一批大

企业、大集团，建成了杭叉、杭氧等

一批先进装备制造业项目，开工建

设易辰孚特等一批大项目。全市以

建设现代产业集群为目标，大力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先进装

备制造业，提升发展传统优势产

业，不断调优工业结构。共实施“大

好高”项目 73 个，累计完成投资

88.19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7
个，累计完成投资 70.98 亿元。新增

工业平台开发面积 20271 亩，完成

规划内工业性投资 157.19 亿元，基

础设施投资 17.81 亿元。规模企业

达到 1025 家；亿元达到 19 家，其

中 10 亿元以上企业 5 家，30 亿元

以上企业 2 家，并首次涌现超 50
亿元企业；拥有上市公司 6 家，中

国 500 强企业 3 家。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 56 家，开发省级新产品 186
只，拥有省级以上技术中心 11 家，

新增中国驰名商标 10 个；实施节

能技改、清洁生产、电平衡测试等

项目 379 个，累计总投资 13.05 亿

元，节能 15.05 万吨标煤，民营工业

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

2010 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

的最后一年，也是临安实现跨越发

展的关键一年，更是新世纪以来国

内外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在这一

年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539.28 亿元，民营企业家们坚定不

移地实施“工业强市”战略，高举

“生态与科技”两面大旗，以项目推

进和转型升级为抓手，通过大行

业、大企业、大集群培育，构筑产业

集聚明显、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

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

新型工业体系，努力实现了工业经

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到“十二五”规划的 2012 年，

临安拥有各类民营工业企业 3625
家，实现销售产值 1012 亿元，完成

自营进出口总额 14.23 亿美元，同

比增长 1.92%，自营出口额在杭州

五县市中连续第 4 年排名第一；规

模高新技术销售产值占比和工业

新 产 品 产 值 率 分 别 达 49.4% 和

26.8%，居杭州七县（市、区）首位；

2012 年浙江省百强高新技术企业

榜上就有临安的浙江杭叉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3 家

民营企业，分列 16、40、41 位次。

截至 2017 年底，全区工业经

济总量向千亿冲关，实现工业增加

值 252.88 亿元，同比增长 6.0%；全

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为 95.90，
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85.7，位

列全省 90 个县（市、区）第 10 位，

全区工业正朝着产业现代化方向

迈步快进。 通讯员 李东升

高虹镇境内有条“红河谷”

记者 穆宇鸿
通讯员 沈海华 谢亦晖

本报讯 近日，昌化镇成功拆

除后营村和东街村两处民房，畅

通了两条道路。

“这座民房拆除后，后营村主

要村道与主城区的滨江路直接贯

通，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

有效的缓解了城西区块的交通压

力，对茅棚街区块的村景也得到

质的提升。”后营村党支部书记张

兴忠介绍说，四年前，根据村镇

建设规划，村两委就统一了意见

做了规划，为提升后营村的交通，

与主城区滨江路接轨，与昌化主

城区接轨，缓解昌化镇西入城口

的交通压力，保障村民出行平安，

定下了开通这条道路的方案。但

受相关政策的制约，方案一度搁

置。今年，后营村以创小城镇综

合治理省级样板镇为契机，及时

落实了相关的配套政策，仅用了

一周的时间做通周边农户的思想

工作，两天内清空了房子并及时

拆除，同时拉好了路基。

与后营村不同的是，位于东

街村圣庙路的一建新未拆旧的民

房，处在主城区道路规划之中。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治理中，镇村

两级联合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依法

拆除，并由建设组按规划对该土

地进行拆后利用。

“拆违不仅拆出了公平正义，

也拆出了驻地群众的幸福感。”记

者了解到，这次拆除的两处违建，

面积不大，但对镇村建设的影响

都很大，通过拆违通路，群众对

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度大大提升。

昌化镇拆除两幢房 畅通两条路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2 月 21 日

(取消)
08:40-
16:30

停明月 V482 线 34# 杆

西市分线开关

杭州临安聚富堂足浴店,临安市西市印花厂,临安市宝易宝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临安市永盛塑料化工厂

蒋杨村杨家渡公变

西墅拆迁小区 1# 变,西墅拆迁小区 2# 变,临安市中欣服装材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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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 V225 线杨家渡分

线 8# 杆蒋杨村杨家渡

公变低压线总刀闸以

后

明月 V482 线西墅拆迁

小区分线 2# 杆开关

郜岭 V293 线 250# 杆

西关分线开关

08:20-
12:10

08:40-
16:30

08：10-
17：30

12 月 18 日

12 月 21 日

12 月 21 日

10KV 海龙村（竺村）公变

临安市总工会

10KV 海龙村（竺村）公

变

停 中 都 V387 线 渔 中

3872 线中都开闭所总

工会 1 高配分线开关

以后

08:20-
16:10

08:20-
15:30

12 月 21 日

12 月 21 日

土地使用者：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土地

座落: 青山湖街道胜联村，地号:003-509-1068，工程项

目已竣工，房产地上建筑面积 33232.25 平方米。根据开

发者的申请，现将该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方案公

布如下：申请复核验收土地面积 26678.0 平方米，用途

为科研用地，使用期限:2062 年 12 月 12 日止。若对此公

告内容有异议的，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杭州

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驻行政服务中心）

书面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按上

述方案上报，批准通过该建设用地复核验收。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315
特此公告。

关于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青山湖街道胜联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公告

临土资籍告字[2018]第 38 号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8年 12月 14日

《2018年杭州市临安区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公示》见临安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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