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朱陈伟

本报讯 春节小长假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上班时间没到，区人民法

院执行员仲彬就接到了被执行人唐

某某的父亲的一个电话。他说自己

已经到法院门口了，准备把唐某某

欠别人的钱一次性还清。

原来，唐某某向好友宋某某等

人借钱后，一直借故拖欠不还，甚至

还将宋某某电话拉黑，玩起了人间

消失。无奈之下，宋某某等人起诉

到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立案

后，执行员多次联系唐某某，但唐某

某继续玩起“躲猫猫”，电话不接，

传票、材料一概不收，上门寻找也无

果。之后，法院对唐某某采取纳入

失信黑名单、限制高消费、上网布控

等执行强制措施。

年前二十九，在公安协助下，唐

某某在青山湖街道某酒店内被抓

获。因唐某某拒不履行判决书确定

的还款义务，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司

法拘留 15 日的决定。“欠别人钱，肯

定要还的。靠躲是躲不过去的，你看

现在好了，人被抓了，钱照样得还，

得不偿失啊”唐某某的父亲说，去年

给了儿子 6 万元去还钱，没想到全

部私自花掉了。这次儿子在拘留所

里过年，也是对他的一个惩罚和教

训，让他好好长点记性。

春节前后，区法院执行不“打

烊”，在车站、酒店这些“老赖”可能

现身的场所，公安机关和法院执行

部门联合布控的网悄然张开。

正月初八，区人民法院在锦城

派出所的协助下，又抓获一名“老

赖”华某某。在办理拘留手续过程

中，华某某表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

误，马上联系了家属凑钱，后由其弟

弟将执行款带到法院，并现场支付

给申请执行人。

据了解，2018 年，区人民法院

不断加大对“老赖”的惩治力度，用

足用好强制执行措施，全年办结执

行案件 6901 件，执行到位金额

10.84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15.91%
和 50.56%。

春节抓“老赖”
执行不“打烊”

19日下午，锦南街道上畔村文化广场锣鼓喧天，热闹非凡，600多村民
相聚一堂，村巾帼舞龙队和鼓乐队在文化广场举行了舞金龙、敲腰鼓、敬寿
星等系列活动，向村民送去新春的祝福。 通讯员 俞亚君 摄

记者 孙梦蕾 见习记者 楼飞宇

本报讯 19 日上午，区国资办

综合管理科原科长郎静波涉嫌受

贿犯罪一案，在区人民法院进行了

公开审理。国有企事业单位近 200
名党员干部，在区纪委监委的组织

下现场旁听庭审，上了一堂廉洁教

育警示课。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

16.5 万余元，并出具详细完整的证

据。所有指控，被告人均供认不讳，

并已在庭审前退出所有赃款赃物。

公诉人在结尾时这样说道：“30 多

年前，郎静波考上了杭州大学。杭

州大学可以说是省内数一数二的

名牌大学，在当时来说，算得上是

大山里飞出金凤凰，这背后是他十

几年如一日的寒窗苦读。求学的道

路是艰辛的，因为那是向上攀登的

道路；但是贪欲的道路是很轻松

的，因为那是一条向下坠落的道

路。”说到这里，郎静波悄悄抹去泪

水。

值得庆幸的是，区纪委监委及

时拉住了郎静波继续向下坠落。郎

静波于 2001 年入党，并长期担任

所在单位第四党支部书记。庭审现

场，他谈到自己的几点认识：“我一

是没有遵守纪律，二是没有把握好

做人的底线。”并表态，接受刑罚后

要尽快回归社会，用自己的努力弥

补对单位、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这是开年以后，区纪委监委组

织的首次职务犯罪庭审旁听。

16.5 万压垮一名老党员
庭审现场成警示课堂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走进浙江美格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工作人员在各

自岗位上作业。公司办公室主任吴

承江介绍，他们于正月初九正式上

班，车间开始正常生产。“我们公司

一共有员工 210 名，到正月十五为

止，到岗率 95%以上。”

据介绍，美格机械员工流动性

不大，尤其是一线工人相对稳定。

“今年因为要拓展国际市场，我们

对外贸这一块的人才有较大需

求。”吴承江说，因为人员相对稳

定，加上正月里很多合作商还没开

工，在没有新订单进来的这段时

期，公司暂时不存在用工紧张问

题。

这两天，锦城街道经济发展科

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走访企业。走

访过程中，一方面关心企业年后

开工的生产情况，是否存在困难，

另一方面也对企业用工情况进行

了解。经济发展科科长吕秋月告

诉记者，正月十五之前，辖区内

还有部分企业没有开工，就目前

走访的这些企业来看，返工率都

在 90%以上。“当然很多企业还存

在用工需求，因此年前就发布了招

聘信息，年后上班马上开始招聘事

宜。”

记者了解到，本周末锦城锦北

街道将联合举办招聘会，共有 80
余家企业报名，提供 1600 余个工

作岗位，涵盖外贸、销售、机械等

200 余工种。在吕秋月看来，虽然企

业返工率较高，但人员流失也是事

实。“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赶在三四

月份订单量大增之前把人员招聘

到位。还有就是，今年很多企业有

新增生产线的计划，这也会影响到

用工需求。”

13 日，我区 2019 年春季大型

人力资源综合招聘会在锦南新城

文体中心拉开序幕。持续 3 天的招

聘会进场企业 360 家次，累计提供

岗位 10000 余个。据统计，与往年

相比，本次招聘会进场企业及岗位

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50%和 56.2%，

企业用工规模稳中有升。

“从招聘会情况来看，我们临

安很多企业对用工还是有一定需

求的，而且随着企业的发展，规模

扩大或转型升级，用工需求也在发

生变化。本次招聘会 3 天进场求职

8000 余人，初步达成意向 1200 余

人。”区人社局就业管理服务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区人力资源市场有关

问卷调查及数据统计得知，我区企

业需求最高的为普工，占到 45%以

上，其次为销售、专业技术、服务员

等岗位。为此，区人社局积极搭建

平台，一直持续到 3 月底，我区将

先后组织召开 20 场招聘会，积极

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台，全力为求

职人员和用人单位做好公共就业

服务。

通讯员 胡冯杭

本报讯 日前，区交警大队

联合交通、城管等部门，积极组织

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全域综合治理

三严行动。

行动中，各中队结合辖区特

点，认真研判分析，细化工作措施，

把警力压向路面一线，重点针对工

程运输车、轻型货车等重点车辆，

严查严管车辆带泥上路、抛洒滴

漏、不按规定线路行驶、证照不全

等重点违法行为，全面提高路面见

警率、管事率。

千秋关公安检查站充分发挥

其卡点的重要作用，交警、交通、城

管三方合力共治，针对“两客一危”

易发生的车辆超载、超员、超限等

违法加强管控，不允许一辆危险车

辆入临，浓厚整治高压管控氛围。

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全域综合治理三严行动

昌化印象馆位于昌化镇南
门弄古建筑群，是昌化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重头戏”。该馆由
昌化镇双塔村一栋古民居整体
迁建而成，共设十个介绍板块，
涉及历史、交通、文脉、物产、产

业、生活、蝶变、风采、展望、昌化

大事记等内容。自 1月 4日开馆
以来，昌化印象馆已经接待游客
超过一万余人次，成了昌化的
“网红”景点。

通讯员 童耀南 摄

通讯员 丁佳丽

本报讯 春节期间，我区公交

行业上的许多“幕后”工作者坚守

在岗位上，默默坚守，默默奉献。

【站调员】：早到岗，迟收工，忙
碌的身影最美丽

用“起不完的四点半”来形容

公交司机的工作，那么到岗时间比

公交司机早、结束工作时间比公交

司机晚的站调员显然是公交事业

幕后的“指挥家”。他们有着一副

“好脑子”，对车辆什么时间发、间

隔多久发、哪个驾驶员上班、每天

跑几趟次等信息门儿清；面对复杂

多变的交通路况，调度车辆时临危

不惧、井然有序。他们一边忙碌地

指挥着车辆，一边耐心地回复着乘

客们的咨询，用自己的勤劳和热情

与公交事业一路同行。

【监控人员】：实时动态监管，
做好“看门人”

监控中心全时段运转，安全监

控走在前面，监控人员无疑是公交

事业安全工作首道门的“看门人”。

他们坚守在电脑屏幕前，不停地切

换监控画面，查看着所有参运车辆

和场站的各个角落，实时通报路

况、发送预警信息；及时查违纠偏，

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从车辆出发到安全回家，他们始终

一路相伴相随，是公交司机心中永

不停歇的“警钟”。

【点钞员】：只希望放进投币箱
的纸币不要叠得太“厚实”

走进点钞中心，感受一下点钞

“娘子军”不一样的忙碌。她们是公

交事业幕后的“女汉子”，用纤细的

手臂拎起几十斤的钱袋，“哗啦啦

……”一股脑儿地将硬币倒在了长

桌上，她们先将夹杂其中的几张纸

币挑出、清点，然后筛分、包捆硬

币，算出总额，填写到单据上，整个

过程也就几分钟。她们有着小小的

新年心愿，只希望放进投币箱的纸

币不要叠得太“厚实”。

公交“幕后之人”

年后一大波招聘来袭

我区企业用工需求稳中有升

昌化印象馆成昌化“网红”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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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铭家工匠家居有限公司招家居顾

问 20 名，业务精英 10 名，享受养老社保、节

假日津贴、月度奖金、年度奖金等各项福利！

地址：临安区苕溪北街 1066 号（西墅绿

洲）

电话：13958188696（王经理）

招聘
启事

受委托，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上午 10 时整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位于锦城街道锦

龙公寓和锦北街道马溪公寓的 20 宗房地产进行公开拍

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简介：

二、凡符合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单位或个

人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

三、自 2019 年 1 月 28 日起至 2019 年 25 日接受咨

询。

四、有意向参加竞买者，（单位）持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公章、如是授权的还需

提供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个人）持身

份证复印件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前到

本公司办理报名竞买手续，领取相关资料，并缴纳参拍

保证金，本次拍卖不接受电话、邮寄及口头报名。

五、报名地点：临安区钱王街 478 号满江红楼三楼

六、保证金缴纳账户：开户名：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杭州银行临安支行，账号：86918100012646
七 、 联 系 电 话 ：（0571）63715098 63920808

13805707098
八、联 系 人：陈先生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二 0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标的物名称
锦龙公寓 2 幢 101-401
锦龙公寓 2 幢 102-402
锦龙公寓 2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5 幢 102-402
锦龙公寓 5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12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16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17 幢 102-402
锦龙公寓 17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19 幢 102-402
锦龙公寓 19 幢 103-403
锦龙公寓 20 幢 102-402
锦龙公寓 8 幢车 1
锦龙公寓 8 幢车 2
锦龙公寓 8 幢车 5
锦龙公寓 8 幢柴 1
锦龙公寓 8 幢柴 5
锦龙公寓 8 幢柴 6
马溪公寓 6 幢 103-403
马溪公寓 C 幢 116 车

权证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9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201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1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298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8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3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7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5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2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4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200 号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306 号
锦城 0026668
锦城 0026669
锦城 0026672
锦城 0026609
锦城 0026663
锦城 0026664
浙（2018）不动产权第 0021202 号
锦城 0035748

建筑面积（㎡）
397.79
403.58
403.58
325.49
325.49
403.58
325.49
325.49
325.49
326.81
322.94
326.81
22.6
14.65
14.65
15.31
7.98
15.31
325.49
19.2

土地分摊面积（㎡）
108.15
109.72
109.72
89.5
89.5
109.72
89.5
89.5
89.5
90.33
89.26
90.33

89.5

规划用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住宅
其它

使用年限（年）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起拍价（万元）
366
356
356
287
287
343
287
287
287
291
298
288
7.84
4.64
4.64
1.44
1.04
1.44
297
8.8

参拍保证金（万元）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2
2
2
1
1
1
50
2

备 注
边套 A 座
中套 B 座
中套 C 座
中套 B 座
中套 C 座
中套 C 座
中套 C 座
中套 B 座
中套 C 座
中套 B 座
边套 C 座
中套 B 座

中套 C 座

拍 卖 公 告

1.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高起专：会计学行政管理法学电子商

务工商管理；
专升本：会计学行政管理法学。
学制 2.5 年。

“一村一名大学生”项目：
高起专：农村行政管理林业技术
学制 2.5 年。
2.中国人民大学
高起专: 金融管理会计工商企业管理

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方向）社会工作
人力资源管理

专升本：金融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工商
管理（物流管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人
力资源管理财政学法学汉语言文学市场
营销市场营销（互联网营销方向）计算机

科学技术传播学公共事业管理财务管理保
险学社会工作

学制：2.5 年。
3.临安区退役士兵高等学历教育（中

国人民大学）
退役一年之内的城镇自谋职业的退役

士兵和农村退役士兵，报读中国人民大学，
所有学杂费由政府全额负担，专业层次同
上。

4.大连理工大学
高起专：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电力系统

自动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道路桥梁工程技
术计算机网络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船舶
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建筑工程管理工
商企业管理供暖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公共事务管理

专升本：水利水电工程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土木工程土木工程（道桥方向）网络
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
方向）工程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互联网
营销方向）公共事业管理物流管理建筑环
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学制 2.5 年。
5.福建师范大学
专升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公共事业

管理思想政治教育体育教育法学心理学物
流管理旅游管理财务管理美术学电子信息
工程软件工程英语汉语言文学行政管理历
史学图书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
经济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体育学
类（体育）生物科学地理科学金融学社会体
育指导与管理视觉传达与设计。

学制 2.5 年。
6.中国医科大学
中专起点专科：护理学药学。学制 3

年。
专升本：护理学药学。学制 3 年。
中专起点本科：护理学药学。学制 5

年。
招生截止时间：所有高校招生受政策

限制人满即止
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相应高校的毕

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
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可获得学士学位

证书。简章备索。
咨询电话：
电大招生办 63715520、63710080、葛

主 任 ：13750883177、 黄 老 师 ：
13868017373、张老师： 13067836669

报名学习地址：锦北街道临天路 2201
号（临天桥头老临中）

网址：www.latvu.net

2019年春季临安电大招生信息
受政策控制：名额有限，时间有限，截止 3 月中旬（前），报名从速！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
结合 爱心养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
护、专业化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
理念，让入住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
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
床需全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 （临天路 2750

号明月山庄对面）

朱彩英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遗失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