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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鑫卉 通讯员 周露

本报讯“你们华数人，真正做

到为民着想，替民做事。7 号接线员

工作一丝不苟，落到实处，让我十

分敬佩！更加让我感动的是电话

18*****2515 的工作人员，工作夜

以继日，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是临

安人的榜样……”前不久，临安华

数收到一封来自用户的感谢信，短

短数字，字字感动着每一位华数人

的心。

写感谢信的周阿姨家住马溪

东苑，清明当天回於潜老家扫墓。

在於潜的时候接到儿子的电话，说

晚上回家要看球赛，希望当天把家

里的普通机顶盒更换成华数高清

机顶盒。人在於潜，没法前往城区

营业厅的周阿姨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拨打了 96371 客服电话。7 号接

线员邵璐琳接听了周阿姨的电话

后及时联系片区网格员徐峰，让其

联系用户，看是否能帮阿姨解决问

题。而后，徐峰第一时间联系上周

阿姨，约定晚饭后上门安装。

“现在的服务是真好，一个电

话就搞定了。”周阿姨笑着说，当天

晚上，在约定好的时间，徐峰准时

到她家，帮他们现场办理安装、

调试业务。“晚上我儿子就用华

数高清电视看上了球赛。当时我

就在想，一定要好好感谢华数的

员工。”当晚，周阿姨在茶几上写

下了这封感谢信。

感谢信的背后，展现的是华

数人诚信、担当的本质。在日常

工作中，临安华数按照“最多跑

一次”的工作要求，以实际行动

把优质服务送到用户家中。“这

几年我们结合‘最多跑一次’改

革，不断提升服务水平。自己多

跑几趟没关系，关键是方便群众。

群众办事方便了，我们跑再多趟

也值得。”徐峰这样说。

一封“暖心”的感谢信
最多跑一次

春季是钉螺繁殖生长的主
要季节，也是查灭钉螺，预防血
吸虫病的最佳时节。近日，锦南
街道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组织各村公共卫生管理员、血

防队员在市坞村举办了查螺灭
螺技术培训班，实地组织大家
实地查螺灭螺活动，拉开锦南
街道春季查螺灭螺工作的序
幕。

通讯员 俞亚君摄

记者 朱陈伟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8 个债主把钱借给谢

某后，苦于久催不还，组建了一个

讨债微信群，专门用来分享谢某的

行踪、讨钱进展等。哪知，钱还没讨

来，这 8 个“群友”却上了法庭被告

人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了胡某、张某某、阮某某兄弟二

人、刘某、付某某、陶某某、俞某等 8
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一案。

他们都是 80、90 后，有 5 人是

谢某附近村的，有些还是谢某的同

学。前几年，谢某以手头紧张为由，

向这 8 个人借了钱，少点的 2 万

元，多的 10 多万元。

“他是我同学，跟我开口借 2
万元，我觉得不算多。再加上他在

自来水厂工作，听说月工资挺高

的，家里条件也还可以，就放心地

借出去了。哪知道，他借了之后就

一直没还，还经常躲着我。”在法庭

上，俞某讲述了事情起因。

后来，俞某发现还有其他债主

也在找谢某，要求他还钱。在一次

偶然的机会中，俞某被人拉进了一

个微信聊天群，里面全是谢某的债

主，平时大家就在群里交流“讨到

钱没有”、“谢某人可能躲到哪里去

了”等问题。

2016 年 8 月 10 日，张某某了

解到谢某跑去了温州，马上通知胡

某，两人一起赶到了温州。下午，他

们果然在一处浴场内找到了谢某，

胡某还上前打了谢某的头。

谢某表示自己还不了钱。在浴

场内逗留了约一个小时后，胡某、

张某某强行将谢某带回了临安。在

温州高铁站，张某某在微信朋友圈

发了一条状态，“捉拿归案！马上就

把人带回临安”，还配了图片。

当天晚上 10 点多，胡某又纠

集阮某某兄弟二人，继续向谢某逼

讨债务。未果后，阮某某兄弟二人

将谢某带至出租房，由其中一人看

管至次日下午。之后，又带至回龙

路一办公室内看管。期间，胡某等

人又两次带走谢某逼讨债务。

另据公诉机关指控，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3 月，胡某、张某某、

刘某、付某某、陶某某、俞某等人结

伙，多次到谢某及其父母家中讨

债，主要采用随意吃喝、烧黄纸、放

炮仗、喷油漆、贴海报、高音喇叭喊

等手段，滋扰被害人及其亲属。

被害人谢某的母亲在一份陈

述中讲到，“有一年除夕的前一天

和当天，他们在我家门口放烟花、

撒黄纸。还有一次跑到我家里吃吃

喝喝，故意说啤酒过期了，砸到地

上，乱洒红酒，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之前又在围墙上喷‘死全家’等字

样的油漆……在他们的骚扰下，我

患上了抑郁症，晚上靠吃药才能

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

某、张某某、刘某、付某某、陶某某、

俞某构成寻衅滋事罪，被告人胡

某、张某、阮某某兄弟构成非法拘

禁罪，八人分别被判处一年二个月

到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远赴温州找到债务人后，一名债主在朋友圈发了条消息———

“捉拿归案！马上就把人带回临安”
如今债主们钱没讨到，却涉嫌非法拘禁、寻衅滋事受审

锦南街道
开展春季查螺灭螺活动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昌化东大街上也热闹开来。精

彩的舞狮赢得阵阵掌声，婉转悠长

的越剧让人听得入迷，还有成排的

美食香飘四溢。13 日傍晚，昌化镇

东街步行街化身“河坊街”，以特色

美食和民俗表演为亮点，给大家带

来了视觉和味蕾的享受。

青粿、麻糍、山核桃、昌化石、

捏泥人、画糖画……每一个摊位前

都挤满了人。摊主卖力吆喝着，游

客努力钻进人群，想要一探究竟。

“从来没见过昌化有这么多人。”陈

立娟是土生土长的昌化人，直言当

天的夜市有点让她“震惊”：“有表

演、有美食，还有这么多游客，从没

想过家门口也能有这么‘高大上’

的夜市。”

据昌化镇人大副主席郑跃明

介绍，此次夜市嘉年华一方面为了

展示小城镇综合环境整治成果，另

一方面为了弥补去年半马的“遗

憾”。“去年半马期间，很多选手住

在昌化，但大家反映昌化很冷清，

没地方玩，也没什么美食。”郑跃明

说，夜市上展示了昌化的美食、民

俗、旅游资源和电商成果，可以让

远道而来的跑友住在昌化而不觉

单调，也可以让当地百姓和外地游

客更加深入了解昌化。

“值了，我们不仅跑了一场半

马，还体验了一把民俗盛宴。”陈博

来自温州，是此次半马的参赛选

手，“第一次来昌化，没想到这个小

镇里还有这么热闹的夜市。白天的

时候，也逛了一下其他地方，环境

很整洁，百姓也很热情。”

美食民俗齐上阵
昌化“河坊街”很热闹

记者 潘鑫卉

本报讯 记者从区民政局了解

到，截止日前，我区共 783 人参

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报

名，其中报考助理社会工作师考

试 569 人，报考社会工作师考试

214 人，报考人数创历年人数之

最。

据介绍，进一步提高全区社

会工作者持证比率，推进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区委组织

部、区人社局和区民政局联合印

发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社会工作

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的通知》，各

部委办局、镇 （街）、36 个社区、

社会组织团体以及社会工作者踊

跃报名，创下历年报名人数新高。

在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看来，

今年我区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考试

报考人数创新高的原因，一方面

源于我区撤村建居工作的顺利开

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广泛宣传。

“今年我们的宣传工作借助了‘三

大力量’。”该负责人说，所谓

“三大力量”，一是借助党政平台

力量发动。即将会议、文件等通

过 党 政 网 下 发， 发 动 35 周 岁

（含） 以下行政事业编人员报考全

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二是

借助网络平台力量宣传，将编制

的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网

上报名操作流程、报名条件及注

意事项内容，通过民政微信公众

号、区团委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推

送，方便报考人员网上报名及资

料准备。三是借助社工协会力量

咨询。加强咨询服务，区民政局

与区社工协会合作，建立“社工

职称备考 QQ 群”，开通咨询专

线，专门受理全国社会工作职业

水平考试相关政策的咨询。

我区全国社工职业水平考试
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

通讯员 蒋海明

本报讯 “路上电瓶车乱窜行

为明显减少了，大货车也不乱飙

车了，走在路上感觉安全了许

多。”太湖源镇浪口村的袁大伯高

兴地说。

为继续深化交通安全整治，

以最严厉的姿态打击各类交通违

法行为。确保全镇道路交通安全

通畅，切实维护百姓生命财产安

全，近日，太湖源镇特别开展了

“一车三查”道路交通专项整治大

行动。

在行动中，太湖源镇交通管

理站干部联合交警、运政、路政、

城管在浪白线万马产业园等主要

路段对过往的工程运输车开展

“一车三查”活动。首先是集中力

量检查超载、超速、酒驾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其次是整治超限、

非法营运、偷倒乱倒等违法行为；

最后对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载

人、未佩戴头盔等严重威胁群众

生命安全的违规行为进行查处整

治。

据悉，在集中整治中，共教

育劝导电瓶车主 77 人次，查处超

载、超限、超速违法车辆 34 辆

次，极大地提高了群众交通安全

意识，有效地提升了道路交通安

全水平。

一车三查

太湖源镇开展道路交通大整治

为确保 G330 洞合线（原 S209 龙苦线）前山隧道维

修加固工程施工秩序，保障社会车辆通行安全，对该路

段实行封闭施工，特此公告：

封闭路线：G330 洞合线（原 S209 龙苦线）前山隧

道（K26+000耀K26+500，岛石镇方向）；

封闭时间：2019 年 4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禁止超高 3 米以上大型车辆通行，3 米以下小型车

辆于 6:00 至 21：00，实行单向交替通行，晚 21:00 至次

日 6:00 实施全封闭施工，在此期间，请过往车辆、行人

根据现场指示标志行驶，注意安全，服从现场施工管理

人员的指挥。

三、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临安区昌化公路段
2019年 4月 12日

G330洞合线（原S209龙苦线）前山隧道
维修加固工程封闭施工公告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4 月 22 日 09:00-11：20 顺溪 V261 线 301# 杆都林山分线 27# 杆开关后段 昱岭关村庄沙湾、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局、庄沙湾横坞

石镜街 1# 公变

外桃村

临安飞利达线缆有限公司,蒋阳村委基建,杭
氧和院 3# 变,杭氧和院 5# 变,杭氧和院 1# 变

停畔湖 V329 线新阳站石镜街 1# 公变低压总闸刀
以后

停里桃 V541 线 167# 杆外里桃分线令克以后

1、停天柱 V223 线联众站备用 G5 间隔开关以后；2、
停亭子 V190 线青亭站蒋阳基建分线开关以后 3、青
航 V194 线航岭站临安飞利达线缆有限公司分线

08:10-16:30
08:00-13:00
08:10-14:00

4 月 22 日

4 月 22 日

4 月 22 日

里桃村双溪桥头停里桃 V541 线 191# 杆里桃村双溪桥头配变令克
以后

13:00-18:004 月 22 日

东湖村[上仓]公变

回龙村[万锦山庄]公变

停锦都 V117 线东湖村上仓分支线 1# 杆令克以后

停环北 V495 线回龙分线 13 杆万锦山庄支线令克
以后

08:30-15:0008:30-16:00
4 月 22 日

4 月 23 日

众社村[包家头]公变停溪里 V591 线 144# 杆包家头分线令克以后08:30-16:004 月 23 日

孙家村田坂里

老屋下村

板桥站下高墙配变,高祥村,临安市灵居纸塑
制品厂,临安日月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桥头

老车站公变（1）
杭州临安雷剑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芦岭 V130 线孙家分线 132# 杆开关后段

新桥 V311 线 77# 新桥大坞分线 14# 杆老屋下支
线令克后段

1、停高墙 V550 线名舵站 5502 开关至 23# 杆5504 开关之间；2、停牌联 V670 线 1# 杆 6701 开
关至 39# 杆 6702 开关之间

新桥 V311 线 139# 杆黄坦分线 13# 杆桥头支线令
克后段

停锦桥 V119 线联运站老车站公变（1）低压总闸刀
以后

停祥里 V155 线雷剑公司分支线 4# 杆杭州临安雷
剑电缆材料有限公司配变令克以后

07:40-14：20
08:10-12：20
08:10-15:10
07:40-16：20
08:10-16:30
08:30-15:30

4 月 23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 月 24 日

4 月 24 日

停电通知 2019年 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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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公告
杭州临安丰

和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证号：

G1033018504920
15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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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 幸福开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