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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临安是钱镠的出生地

和归栖地，钱王文化则是历史赋予

临安的宝贵特色文化资源，也是吴

越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何弘扬钱王文化是一个

巨大而系统的工程。记者从区商务

局了解到，我区两家餐饮企业在美

食上做起了文章，将现代餐饮与钱

王文化相结合，推出了“钱王特色

餐饮系列”。

位于锦城街道横潭村的钱王家

宴于去年 10 月份试营业，这家餐饮

店由益红酒家、海鲜大排档、老邻

居、晓得四家餐饮企业的负责人合

伙经营。“目前临安也有很多本土

餐饮店铺，但大多是‘夫妻店’，没有

形成规模，品牌不够响亮，‘风头’往

往被外来餐饮企业盖住。”钱王家

宴负责人之一陈云告诉记者，餐饮

企业做大做强，必须要有文化支

撑，要有标准化体系，这是顾客消

费水平提升的要求。

那么，在什么文化上做文章呢？

“一合计，最后敲定打造以钱王文

化为核心的钱王家宴。”陈云表示，

钱王文化是临安的金名片，“钱王”

是高贵之像，“家宴”透露的是家的

氛围、亲人的味道，这也是他们的

服务理念。

为了将“钱王家宴”完美呈现，

该餐饮店邀请业内专家深入挖掘

钱王故事中的餐饮文化，再以临安

本土食材为原料，加以创新。就这

样，钱王四喜鼎、钱王荷包、钱王贡

肉、钱王射潮、衣锦还乡、吴越十

锦、彭祖益寿鸡、一剑霜寒等 8 道

既有故事内涵又有本地特色的钱

王文化菜被端上了餐桌，且受到了

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的喜爱。“接

下来，我们建立标准体系，以‘1+X’

的模式，以总店为研发展示中心，

并通过旗下的企业把钱王文化菜

推广出去，成熟后再推向杭州及周

边地区。”陈云说。

另一家推广钱王文化饮食的餐

饮店位于天目路，叫归来时，今年 1
月份正式试营业。“钱王世家经久

不衰，其中少不了《钱氏家训》的引

领，《钱氏家训》 是钱王文化的精

髓，它不仅是钱氏家族的精神财

富，更是临安人的文化遗产。”归来

时负责人向辉介绍，把餐饮文化和

钱王文化结合，打造成地方代表性

特色餐饮，既是餐饮产业的转型升

级，也是对钱氏精神的传承。“前期，

我们成立研发技术小组，着重挖掘

吴越文化。在选址上也做了大量考

虑，最终选在天目路，离博物馆近。

让游客可以看完吴越文化，再来品

尝美食中的吴越文化。”

归来牛蒡粿、撒虾成路、忠厚传

家、婆留豆腐、陌上花开、八百里长

生果、卦畈土鸡……记者了解到，

目前归来时共研发推出十余道钱

王文化菜品。这些菜肴造型精致，

做工精细。“除了在菜品上花功夫，

我们在器皿、装修及服务上也有考

究。”向辉说，特别是在人员培训上，

让员工深入了解钱氏文化，对每道

菜品都知其所以然。

“钱王文化是临安的特色文化

品牌，挖掘推广钱王文化菜，有利

于弘扬钱王文化，更有利于推动当

地餐饮企业的发展。”区商务局副

局长王治军表示，餐饮是商贸旅

游业的重要支撑，在餐饮中注入

文化基因，有助于提升餐饮企业自

身品牌。作为主管部门，将积极搭

建平台，提供市场环境分析，推动

临安餐饮品牌化建设，让临安本土

餐饮成为融杭发展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邵娅琦

本报讯 偷倒者狡猾无比，城

管队员与其斗智斗勇，最终查清案

情。日前，区城管局依据《城市建筑

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

责令当事人清理现场并拟对当事

人做出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

上个月 26 日晚上 9 时左右，区

城管局机动中队接到群众举报，在

天目山镇藻溪村凤凰顶渣土消纳

场地内有外地车辆偷倒工程渣土。

接报后，执法队员们迅速赶往现

场，即刻将车辆围住，把司机逮个

正着。通过对现场进行踏勘、拍照

取证、询问调查，了解到三辆工程

车刚刚正在此处偷倒渣土，且未办

理渣土准运手续，执法队员依法对

车辆予以暂扣。

当晚 11 时 11 分，城管队员与

交警配合，在於潜派出所对三名驾

驶人和中间联系人易某开展调查

询问，四人均供述称，渣土来自青

山湖街道某工地，沿杭徽高速运至

天目山镇藻溪村凤凰顶渣土消纳

场。为了核实这一情况，第二天，执

法队员通过杭州市建筑垃圾综合

管控平台查询，根据车辆 GPS 轨

迹显示，三辆车装载的工程渣土实

际出自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文一西

路某项目工地，这与三名驾驶员与

中间联系人的陈述严重不符。

三名驾驶员狡猾无比，还存在

侥幸心理，还不松口。于是，队员们

又前往他们所说青山湖街道某工

地，对工地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土

方运输单位进行调查询问并调取

工地出入口监控，经查实，渣土来源

并非来自此工地。为了让嫌疑人彻

底心服口服，一路队员前往省交通

集团杭徽高速运行管理分中心调

取上述工程车案发时段进出高速

口的视频监控，另一路队员前往余

杭区查找到源头工地，并对车队负

责人林某进行询问。经调查确认，渣

土源头工地实际为余杭区未来科

技城某一工地，在多项证据面前，当

事人终于如实供述了违法事实。

偷倒者狡猾无比
城管查案斗智斗勇

24 日，寸草心家庭公益一
小时小分队正式成立。当天，寸

草心理事长蔡春晖通过有趣的
问答形式分享了志愿服务的基
础知识，在愉快的分享和互动
中，让学生们对志愿服务有了更
深的了解和认识。

记者 王佳 摄

通讯员 郑洁霖

本报讯 日前，区气象局联合

多部门和媒体，共同开展多内容、

多形式的系列活动，全面做好世界

气象日科普宣传工作。

结合气象日主题以及将出现

的强对流天气，该局在“临安气

象”微信服务号加推一期题为

“今夜雷阵雨+红包雨！答题抢红

包”的活动消息，并获得“临安

发布”公众号、“临安手机台”

APP 等本地主流新媒体转发推送。

通过活动的开展，“临安气象”粉丝

关注度大幅增长，气象服务范围进

一步扩大。

21 日，两名气象专家走进乐

活直播间，与主持人在上午黄金

时段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节

目从今年临安冬、春季连阴雨天气

对公众、农业等方面的影响展开，

联系 2019 年世界气象日主题，通

过实例分析、趣味问答等方式对临

安气象防灾减灾和预报预警服务

工作进行介绍，向公众宣传气象，

提高公众气象防灾减灾意识，努力

扩大临安气象影响。

同时，该局结合衣锦小学科普

周活动，提前布局、组织，以摆放各

类宣传展板，分发各类宣传资料，

展示便携自动站等形式，广泛宣传

气象科普知识；在晨曦小学东校

区，气象台业务人员上了一堂主题

为“环游气象世界”公开课，栩栩如

生地介绍了风、雨等相关内容，科

普了防灾减灾知识，最后亲手教大

家制作风标。

此外，该局开展气象宣传下乡

村活动，在青山湖街道农贸城摆放

常见气象灾害的科普知识宣传展

板，展示便携自动站，认真解答百

姓提出的有关气象灾害防御知识

的问题，手把手教会他们关注“临

安气象”微信公众号，关注预报、预

警信号的动态发布，还分别在板桥

镇、高虹镇、太湖源镇等地播放 5
个场次气象科普视频，丰富农村文

化礼堂“气象科普点”建设内容，提

升农村人群灾害防御和避险自救

能力。活动期间，共分发《浙江省公

众气象灾害防御准备指南》等各类

宣传资料近 1500 册。

区气象局“万千气象”话科普

通讯员 章旭

本报讯 日前，在一起撞车事故

中，临安消防救援大队对二名被困

驾驶员成功实施救助。当日 10 时

51 分，临安消防分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称：天目山镇 S102 省道藻溪往临

安方向藻溪收费站不到 500 米处发

生工程车与装有汽油的槽罐车迎面

相撞事故，2 名驾驶员腿部被卡，槽

罐车底部轻微泄漏，急需救援。

接警后，分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临

安中队 3 车、於潜专职队 1 车共 21
人赶赴现场处置，同时通知环保、交

警、公安等相关联动部门到场协同处

置。12 时 03 分，杭州指挥中心调派特

勤中队 2 车 10 人赶赴现场增援，支

队全勤指挥部遂行出动。11 时 05分，

於潜专职中队到场，指挥员到场立即

出一支水枪对事故车辆周围进行泄

漏汽油初步稀释并做好警戒工作。11
时 25 分，临安中队到场，临安中队指

挥员立即勘查事故现场、询问相关技

术部门并立即联系现场交警、公安等

联动部门调派拖车、吊车、导罐车等

后续救援车辆赶赴现场，经过勘查发

现工程车与槽罐车迎面相撞造成车

头严重变形、槽罐车头部位罐体底部

轻微泄漏，两名驾驶员被困车内，情

况十分危急。指挥员立即作出决策部

署，头车架设两支泡沫水枪阵地对泄

漏口进行冷却稀释，两车三车人员立

即组成破拆救援小组，首先在泡沫枪

的掩护下破拆小组对槽罐车驾驶员

展开营救，利用荷马特破拆工具组对

槽罐车驾驶室进行剪切扩张，营造最

大救援空间。12 时 35 分，槽罐车驾驶

员被救出移交医疗部门救治。

随后，拖车到达事故现场后在

四支泡沫枪的掩护稀释下将工程车

与槽罐车车头进行分离制造足够的

救援空间，随即破拆救援小组立即

使用破拆工具对工程车头进行破拆

救援。五分钟后，工程车驾驶员被成

功救出并移交医疗部门救治。后续

槽罐车导罐工作移交中石化技术部

门进行，消防指战员现场架设一支

水枪掩护稀释。

经现场了解，工程车车牌为浙

A9V661 (空车)，槽罐车车牌为浙

A2300(挂)，荷载 38.5 吨，实际装载

量 28.2 吨，泄漏舱容量 8.5 吨，事故

泄漏将近 900 升左右，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目前，两位司机经医院抢救，生

命体征平稳。

车辆相撞司机被困 临安消防紧急救援

一桌钱王家宴 一段吴越往事

我区餐饮企业积极挖掘钱王文化饮食

志愿服务
从家庭做起

23日上午，青山湖图书分馆组织开展了“安全在我心中 生命在我手
中”主题活动。通过 PPT讲解、观看视频资料及安全知识抢答，孩子们直

观地了解到校园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及消防知识。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邵丽萍 摄

图书馆里学消防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2019 年 3 月 29 日 08:30-16:00 停西墅 V484 线 21# 杆临安市职业
教育中心配变开关 临安市职业教育中心

临安市青坞石料经营部、临安惠华石料加工
厂

上板桥豆川口

干休所 2# 公变

如龙 V556 线青坞石矿分线 1# 杆开
关改工作侧线路检修

停祝家 V553 线上板桥豆川口分线1# 杆上板桥豆川口配变低压总刀闸
以后。

停西墅 V484 线西墅街分线 30# 杆
干休所 2# 公变令克

08:00—14:30

08:20—16:50

08:50-17:30

2019 年 4 月 4 日

2019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4 月 2 日

党校 3裕 公变停临水 V481 线 12# 杆党校 3# 公变
令克08:40-12:302019 年 4 月 4 日

解百公变

横街村[枫树林]公变

众社村[下培]公变

停钱王 V326 线 9# 杆解百公变低压
总闸刀后段

停横街 V593 线 100# 杆枫树岭分线
令克以后

停众社村[下培]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08:50-15:00

08:30-16:00

08:30-15:30

2019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4 月 1 日

2019 年 4 月 2 日

停电通知2019年 3月 26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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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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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托，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正在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下列标的，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位于锦城街道广场路 28 号、衣锦街 446 号、

418 号、城中街 249 号共计 15 处出租房产租赁权

（以上所有标的起拍价、参拍保证金等相关事宜详

见本公司提供的拍卖明细表）。

2.位于锦城街道雷威乐园游乐设施一批，整体

起拍价 18 万元，参拍保证金 5 万元。

凡有意参加竞拍者，请持（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前到本公司办理竞拍手续，

并交纳参拍保证金。

报名地点：锦城街道钱王大街 478 号满江红

楼三楼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63715098、63920808
联 系 人：陈先生

注：以上所有营业房的原承租户在同等价格

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原承租户在上述规定的

时间内未报名参加竞拍，即自动放弃优先承租权。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6日

拍
卖
公
告

经杭州市临安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

下列人员符合办理因病提前退休（退职）条件，现

将名单公布如下：

包银良、李芒根、蒋红英、陈孝云、黄强、高俭

华、卢琴、赖冬梅、张远忠、董亚军、叶国荣、姜洪

林、章丽红、邵黎钟、朱燕芳、潘天林、李月香、朱

国根、余国红。

如有意见，请在公告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形

式并署真实姓名向杭州市临安区劳动能力鉴定委

员会办公室反映。

联系电话：63721795
杭州市临安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9年 3月 26日

公

告

程刚遗失锦城镇钱王街

855 号 3 幢 602 室房屋他项

权证，证号：临房他证锦城字

第 300057473 号，声明作废。

遗
失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