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倡导广大市民自

觉践行“零违章、零垃圾、零不文明行为”，身
穿红色小马甲、头戴小红帽、手拿小红旗、佩

戴袖套的文明劝导员们在寒风阴雨中依然坚

守岗位，引导市民安全过马路，协助交警指挥

车辆通行。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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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日前，在高虹镇龙门秘境龙

潭区块，游客何骏正在“扫码种树”。“扫

一扫就可以知道自己产生了多少二氧化

碳，还可以通过捐赠参与种树，非常有意

义。”何骏呼吁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种树。

何骏所在的地方正是我区试建的全

省首个公众碳汇林基地。公众碳汇林，顾

名思义就如支付宝上的“蚂蚁森林”一

样，大众都可以参与其中。这是我区在落

实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上探索出的新路

子。

“经过前期调查、筛选，我们发现龙

潭区域大部分是杂灌和退化的竹林，固

碳能力低，需要通过林相改造，使固碳能

力最大化，因此选址龙潭区块作为第一

期碳汇造林基地。”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浙江省气候变化专家库成员施拥军表

示，作为公众碳汇林基地，最大的特点就

是要方便公众参与，龙门秘境也符合条

件。

根据规划，一期面积为 38.8 亩，

初植密度 40 株 / 亩。通过相关专家测

算，基地每年可以净吸收 41.6 吨二氧

化碳。也就是说，每株树木通过生长每

年可以吸收 26.8 公斤二氧化碳。“在

树种选择上优先考虑适地适树、固碳能

力优良，同时树型美观的树种，如银

杏、浙江樟、马褂木、闽楠、檫木、棕

榈等珍贵彩化树种。”施拥军说，随着

越来越多公众参与其中，碳汇林基地的

范围也会逐步扩大。

那么，公众如何参与？记者看到碳

汇林基地的指示牌上有两个二维码，分

别写着“旅游碳排放测算器”、“抵消

个碳足迹平台”。用微信扫一扫“旅游

碳排放测算器”二维码，页面跳出旅游

出行方式、旅游出发城市 （地区）、旅

游天数等选项。记者分别选择自驾小车

出游、从杭州出发、旅游一天。测算显

示：本次龙门秘境之游共排放约 30.75

千克 CO2 ，需要一棵 10 年生的银杏

树光合固碳 22.43 个月进行完全吸收。

接着，扫一扫“抵消个碳足迹平

台”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自愿捐赠，用

于抵消碳足迹，成为碳汇林的间接参与

者。捐赠记录可兑换龙门秘境村落景区

消费优惠券。目前，已有 800 余人扫

描参与低碳旅游。

“通过实施水体环境和森林碳汇质

量的双重考核模式，实现生态养护精准

补偿，同时联合景区运行商开发游客碳

足迹小程序，调动政府、企业、游客、

农户等多方的积极性，打通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双向通道。”生态环境临

安分局副局长王素丽表示，该模式成熟

后，将在临安其他类似区域如太湖源等

地推广。

临安也有一片“蚂蚁森林”扫码可以认捐种树

我区试建全省首个公众碳汇林基地

记者 朱陈伟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市民胡先生有新房要装修，

经朋友介绍，找到了位于锦城街道的一

家知名装饰装潢公司。不料，该门店提

供的产品却是以假充真，被发现后拒不

认账，且在相关部门介入的情况下，依

然百般抵赖。胡先生将该门店及经营者

告上了法庭。

陷阱：货不对板
去年 4月，胡先生与该门店经营者

签订了 《装饰购销及安装施工合同》，

约定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对客厅、房间木

质饰面、柜门、木门、楼梯等装修施

工。合同总价为 13.2 万余元，其中柜

门、木饰面等以红橡实木复合制作，价

格为 5.4 万余元；木门、楼梯以红橡原

木制作。

6 月底，木饰面、木门、柜门等安

装完成。8 月，胡先生发现装修材料与

合同约定不符，遂与经营者进行协商处

理，但未果。后经区消保委调解亦未获

成功。在调解过程中，门店经营者坚称

自己的产品完全符合合同约定。

区消保委将案件移送市场监督管理

所处理。期间，商家提供了向厂家下达

的订单，但未见任何红橡实木复合字

样。然而，在工作人员制作的笔录上，

门店经营者承诺道：“红橡原木门未两

面贴皮，木饰面、柜门均为红橡实木复

合，所提供产品均为天然木材。”

商家：拒不认账
2018 年 9 月、11 月，市场监督管

理所两次对案涉装修材料进行了现场取

样。经检测，木门的基材为栎木，贴面

材料为非洲楝木单板 （非红橡木）；柜

门板的基材为纤维板，柜门框的基材为

松木，贴面材料为非洲楝木单板；木饰

面框架的基材为胶合板，贴面材料为奥

古榄木单板，木饰面框架及装饰条的材

料为纤维板。

面对检测报告的结果，门店经营者

仍称自己的产品与合同约定一致，拒绝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2018 年 12 月，胡

先生只得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门店作为从事

承接木门、木饰面的专业商家，其提供

的木饰面、柜门，与合同约定不符，且

红橡实木复合材质无任何红橡成分，以

其他材料冒充，属于“以假充真”，已

经构成了消费欺诈，依据 《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 的规定，应当“退一赔三”。

装修：签好合同
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内容包括：门

店、经营者退还胡先生已付工程款

10.6 万元；将案涉工程已安装的木门、

柜门、木饰面拆除；赔偿胡先生 16.3

万余元等。商家不服，提出上诉，二审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胡先生表示，虽然维护了自己的权

益，但维权的道路还是漫长、艰辛的。

“整个过程中，商家百般推诿、耍赖，

即便到了法庭上也是这副态度。好在当

初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才不至于吃了暗

亏后，还要为不良商家的‘消费欺诈’

买单。”

胡先生说，在装修中，消费者一定

要认真对待签约、收货、验收等环节

中。特别是签约，对双方约定的材质、

品牌、工期等，都应通过合同予以固

定，同时明确违约责任。

房屋装修遭遇以假充真，商家百般推诿责任

打了近一年官司，房东终于胜诉

记者 汤君芳

本报讯 11 月 29 日上午，“於潜绿色能源站加气综

合服务中心启用暨临安杭燃 2020 年为城为民六件实

事”新闻发布会在於潜镇召开，今后於潜镇及周边百姓也

能用上清洁、环保、经济、便捷的管输天然气。

据悉，於潜绿色能源站加气综合服务中心是临安首

个集管道供气、汽车加气、营业服务、产品销售、绿色能源

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也是临安杭燃为民

办实事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总投资 2500 万元。据临安

杭燃负责人介绍，中心投运后於潜镇及周边百姓可逐步

摆脱瓶装液化石油气，工业用户可减少煤的使用，都能用

上清洁、环保、经济、便捷的管输天然气，同时开展

LNG/CNG汽车加气业务，综合服务中心更可以为周边

居民提供燃气开户、预约安装、安全检查等燃气相关服

务，让清洁能源进一步深入临安区的千家万户，为临安提

供绿色能源保障。

於潜绿色能源站加气综合服务中心一投入使用，就

迎来了首辆 CNG 出租车和 LNG 重卡汽车，司机表示，

以前於潜没有加气站，车子都不敢往这边开，就怕半路没

气了回不去，现在有了这个加气站，真是太方便了。随后，

中心工作人员在於潜镇潜阳府小区开展了现场服务，为

首批通气的业主现场办理开户手续。

据悉，近年来，临安杭燃切实做好“为城为民”实事，

明年将继续做好燃气服务临安城区全覆盖、打造客户服

务金名片、“三社联动，安心安居”燃气服务进小区、打造

绿色能源之旅升级版、解决老旧小区通气难问题、推进

“镇镇通”为於潜镇、岛石镇等西部各镇提供管道天然气

服务等“为城为民”实事。

於潜绿色能源站
加气综合服务中心启用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几根小丝带一抖就变成一只芦花大公鸡，原

地转两个圈就能将打乱的魔方完全复原，装满鸽子的鸽

笼一晃就变成了一个“锦鲤缸”……日前，文化进万家省

文联杂协“欢乐送”文艺小分队，走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学院，用精彩纷呈的魔术表演，陪 400 多名师

生度过了一个美好而魔幻的夜晚。

活动现场，来自省杂协的 10 余名演员，带来了各自

获奖的作品，与大学生魔术爱好者开展了魔术互动。通过

高超的技术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台精彩绝伦的魔术专场

演出，获得了师生们的阵阵惊呼与掌声。“我们观看的同

学还是筛选的，这么近距离观看大家都十分兴奋。”杭州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 Ace 魔术社会长林嘉琪

说，当学校同学们知道有魔术表演后，纷纷前来报名，由

于场地有限，所以每个系选取了最先报名的 30人。林嘉

琪说：“Ace魔术社是在区魔协的积极指导下成立，获得

了区文联、区魔协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平时还为社团提

供相关教学和道具，目前魔术社有 50 多名成员，大家都

很开心，想向大师们请教。”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由省文联主办，省

杂技家协会、区文联承办，区魔术家协会、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协办。为了丰富校园文化，推广和普及

杂技魔术艺术，学院与浙江省杂协结对子，特聘省杂协副

主席、秘书长戴滨淳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兼职教授。“除了想要丰富广大学子的校园生活外，还希

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面向基

层、服务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

新期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当晚，活

动还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吸引了 3000 余人次在线观

看。

省文联杂协
“欢乐送”魔术进校园

大学生共度奇妙魔幻之夜

寒风中的坚守者

文明城市掠影 ：11

（上接第 1 版） 经过语委办与镇 （街）

干部的沟通，达成了共识，即在公共

场合上讲普通话，工作人员与工作对

象首问使用普通话，再看对方的语言

习惯灵活使用相应的语言。二是处理

好使用规范字和其他字体的关系。使

用规范字不等于消灭繁体字和艺术字。

一般文档要使用宋体、仿宋、黑体等，

党政国家机关的名称牌必须使用宋体，

而一般的标语口号、店招店牌还是可

以使用笔画变形不大且非旧字体的艺

术字的。在检查指导中发现古镇及农

村文化礼堂的楹联、书法作品和部分

店招店牌保留了繁体字，这也是一种

文化的传承，但对新做的店招店牌、

广告牌、宣传窗出现的繁体字进行了

整改。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文字不规范现

象，我区做好广告从业人员文字规范

化培训。今年 10 月，区语委办会同区

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

局共同承办了公告从业人员业务培训，

97 家的广告公司从业人员参加了培训，

力求在源头上杜绝各类广告、店招店

牌出现文字不规范现象。实行广告公

司问责制，各单位在制作广告前与广

告公司签好协议，注明如文字或排版

上有不规范之处需要重做的，由广告

公司负责。开展评优活动。最近，我

区开展了一次广告公司文字规范化评

比活动，评比内容包括培训考核成绩，

平时已制作的广告是否规范以及排版

设计能力。由专家对以上三项进行综

合评定，评出了 8 家优胜广告公司，

授予“文字规范挂示范点”奖牌。

扫码申请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线上抵押贷

★ 在线评估 0费用，便捷自助享普惠

★ 住房最高抵 7成，盘活资产助展业

★ 最高可贷 1000万，经营周转贷无忧

★ 最长个人 5年企业 3年，安心又省心

★ 随借随还循环用，精明省息很实惠

交通银行普惠金融———线上税融通

★ ★

★ ★
扫码申请

详询电话：63818225 、63818226
交通银行杭州临安支行 地址:钱王街 396号

交通银行小企业财富管理———展业通

★覆盖国内海外的强大网络，随时服务在您身边。

★经验丰富的金融专家团队，度身订制稳妥方案。

★科学优化的融资审批流程，满足快速成长需求。

★评估 0 费用，抵押最高 7 成，贷款额度最高 2000

万元。

停电通知2019年 12月 3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2月 11 日08:30-16:30
锦中 V641 线青草站尚城西瓜支线开关改检修 锦中 V641 线
青草站临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2# 电缆开关改检修 锦中
V641 线青草站临安地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电缆开关改检修

尚城国际 1# 公变,浙江方宜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 2#,临安地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碧桂苑三期 1＃公变,碧桂苑三期 2＃ 公变,碧桂苑三
期 3＃ 公变,碧桂苑三期 4＃ 公变停马溪 V102 线 18# 杆碧桂苑三期分线开关以后08:45-17:0012 月 11 日

尚城国际 2# 公变,浙江方宜电器有限公司,临安市青
少年活动中心 1#,临安地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锦春 V204 线青海站尚城锦福支线开关改检修 锦春 V204 线
青海站临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1# 电缆开关改检修 锦春
V204 线青海站临安地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电缆开关改检修

08:30-16:3012 月 12 日

绿岛花园 1＃ 变,绿岛花园 2＃ 变,绿岛花园 3＃ 变,
绿岛花园 4＃ 变,绿岛花园 5＃ 变

10kV武山村[武山西坞口]公变,10kV武山村[西坞里]
公变,10kV武山村 [武山上塔头] 公变,10kV 武山村
[老奄下]公变,10kV 武山村[老庵中]公变,10kV 武山
村[老庵上]公变

(1)停绿岛 V272 线锦天花园[开闭所]绿岛花园小区 1# 公变分
线开关以后。 (2)停绿岛 V272 线锦天花园[开闭所]绿岛花园
小区 5# 公变分线开关以后

1.武山 V299 线老庵分线 40# 杆开关后段;
2.10kV武山村[武山西坞口]公变低压

08:30-17:00

08:30-15:00

12 月 13 日

12 月 13 日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依据《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 2019 年 12 月 2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土地使用者：杭州临盛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座

落 : 锦 南 街 道 狮 子 山 A 地 块 ， 地 号 :

330185005004GB00569，工程项目已竣工，地上房

产建筑面积 900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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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07 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用地，使用期限: 2087 年 11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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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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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67069

特此公告。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9 年 12月 3日

关于锦南街道狮子山A地块“吴越府”
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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