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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北街道马溪社区组织党员
干部群众，铲除牛皮癣，清理楼道

堆积物，开展文明劝导，为小区环

境整治添砖加瓦。

通讯员 叶存田 记者 金凯华 摄

为小区环境整治
添砖加瓦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集市区、舞台区、展位表

演区，7 日，天目青年青春创意市集

上热闹非凡，各个展区都吸引了不少

市民。

“青春创意市集是一个把创意和灵

感做成产品，并在特定场地展示、售

卖的文化艺术活动。”团区委工作人员

介绍，青春创意市集在激发青年创新

创业能力的同时，也为青年创客提供

了一个展示创意成果、交流创意心得

的平台。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本土独具

匠心的民俗艺术家，在现场进行一系

列的精品陈列、技艺展示，打造一场

青春洋溢、致敬匠心的市集活动。

舞台区和展位区的的古筝展位、

陶艺展位、茶艺展位等为市民送上缤

纷多彩的表演，而手工艺品摊位、书

法绘画摊位、茶艺摊位、汉服 cos-

play3D 打印、VR 展等则让市民感受

到了青春的力量。

参加活动的市民小王说，到青创

市集逛了才发现临安有这么多认真做

原创的手艺人，还遇到了好多志同道

合的汉服爱好者，很开心，今天收获

挺多的。

在市集上，还特别推出了“献爱

心 添温暖”爱心拍卖活动。在市集上

销售的创意产品所得，将用来捐助贵

州省黔东南州双井镇中心小学寄宿的

孩子们，让他们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团区委相关负责人说，临安历史

悠久、文化璀璨，本土有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正从事文化、技艺等方面的传

承。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是希望给

青年们一个秀创意、展文化、授技艺

的机会，促“双创”融为一体，展现

临安青年的创意生活和青春风采。

青春创意市集火热来袭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 “在亲爱的家人和敬爱的

师长共同见证下，我们在此隆重聚会，

举行成人礼，共迎十八岁。”4 日下

午，由团区委和区教育局共同主办的

临安区第二十三个成人宣誓仪式在昌

化中学举行。

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

幕，大家共同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对青年

寄语的重要讲话。整个仪式过程分为

成长足迹·十八而“忆”、勤学向上·

十八而“立”、青春芳华·十八而

“悟”，最激动人心的要属过 “成人

门”。在老师的见证下，在家长的陪伴

下，400 名高三学子脸上洋溢着笑容

与自豪，与家长手牵着手陆续走过

“成人门”， 踏上成人路。

仪式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感

受很深。他们说，这是一次美好的成

长体验、精神洗礼，通过仪式深切地

感受到了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他们

将带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师长的殷殷

教诲，许下的郑重诺言，不断努力学

习，挥洒拼搏的汗水，书写靓丽的青

春，在未来属于他们的天空中，振翅

高飞。

我区举行第二十三个成人宣誓仪式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龚苏杭

本报讯 根据《临安区城市管理局

“蓝剑”行动工作方案》的总体部署，近

日，区城管局组织开展“蓝剑 6号”专项

行动，剑指流动设摊乱象。

“11月以来，我们综合指挥中心收

到因流动设摊影响市容、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影响交通等来电、来访投诉 20

余起。”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

积极回应市民诉求，加大对流动设摊乱

象的治理，区城管局启动“蓝剑 6号”行

动，对城区流动设摊行为开展集中清查

整治。

本次行动主要围绕校园周边及城

区主干道沿线弄堂口两大重点区域，早

间时段（主要针对流动早餐点的食品安

全及影响道路通畅问题）、中午时段（针

对日常管理薄弱环节加以强化）、夜间

时段（针对摊点扰民及道路安全隐患问

题）三大重点时段，对各类流动设摊行

为开展集中整治。

同时，综合指挥中心对城区主要路

面实时监控，对存在流动设摊现象的，

第一时间通知执法队员。几分钟内，

队员到达现场处置。通过指挥平台实

现远程监控，一旦出现流动设摊现象，

执法人员可以实时监控，并将监控视

频作为依据，对屡次不听劝导的流动

摊作出处罚，有效助力流动设摊乱象

的治理。

“蓝剑 6号”行动共出动执法队员

60余人，教育劝导流动设摊 36 起，立

案查处 48起，其中校园周边 25起。接

下来，“蓝剑行动”将继续围绕城市管理

问题，持续发力，重拳整治。

区城管局“蓝剑 6号”行动剑指城区流动设摊乱象

记者 洪艳

本报讯 我区有一支乡村支教

队——“醒山薪火乡村支教队”，从今

年 5 月启动乡村支教计划以来，他们

召集书法、绘画、歌舞、烘焙、插花

等各个领域的教师或社会专业人士，

不定期为农村学校的孩子们送去精神

大餐，丰富农村孩子的住校生活。

湍口小学一共有 165 名学生，

其中住校生 133 名。支教队伍与湍

口小学牵手，启动支教活动。今年

5 月份，支教队邀请临安作家协会

会员到湍口小学为孩子们讲座 《理

想是开在荒原上的春天》。6 月 1

日，邀请芭蕾舞教练、民间乐队歌

手来到清凉峰镇颊口小学顺溪校区，

教孩子们跳舞唱歌，与孩子们共度

六一国际儿童节。19 日，支教队邀

请烘焙师来到湍口小学，教孩子们

做蛋糕，传授基础的烘焙知识。湍

口小学也非常重视孩子们的业余文

化课堂教育，专门开辟一间教室装

修成“小馋猫烘焙坊”，专门购置了

四台烤箱，每周二下午开设烘焙课

堂，由懂烘焙的老师义务授课，与

孩子们一起动手做甜点。

薪火乡村支教队为偏远农村孩子送去“兴趣课”

14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贯彻和宣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动员全区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法治临安建设中来，近日，区

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在万华广场启动第二个国家宪法宣传周活

动。

活动现场，各部门根据行业特点，摆放法制宣传展板，发

放法律法规宣传册，并通过歌舞、问答等形式普及宪法知识，

吸引市民热情参与。“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给我们上了一课。

其实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小问题，如果我们自

己弄清楚了，就不会给社会添麻烦。”市民傅萍芳表示，现在是

法治社会，老百姓也需要有法律意识。

“通过活动，进一步掀起全民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

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热潮。”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说，接

下来，我区还将开展“宪法乡村行”法治文艺进基层、“我与宪

法”微信定向推送、2019“阿普杯”普法创意大赛、参观五四宪

法馆观众超百万等 9项活动以及宪法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等“宪法十进”活动，努力形成全区上下崇尚宪法、弘扬宪法、

贯彻宪法的良好氛围，为美丽幸福新临安建设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

我区将开展系列普法宣传活动

见习记者 雷竺欢

本报讯 在第 6 个国家宪法日，锦北街道泥川村、於潜镇

昔口村、太阳镇太源村等乡村举行“微法庭”挂牌仪式。这意味

着今后，这些乡村、社区居民将能快捷享受法院“最多跑一次”

服务，就近观看庭审直播。

除了“微法庭”挂牌之外，国家宪法日当天，区人民法院还

开展了一系列“‘微法庭’走进新农村”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

动，邀请部分微法庭特邀调解员，到板桥上田村参观“微法庭”

展厅，并进行了一次“微法庭”法治带头人座谈会、在新民里社

区举行一场老年人观看“微法庭”案件庭审直播活动、送法进

企业、进校园等在内的十大主题项目，给市民们带来了一场法

制盛宴，全面推进法律知识全覆盖。

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普法

活动，提升群众的法制观念。”同时，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

群众了解“微法庭”，未来将通过“微法庭”进一步发挥庭审直

播、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等在乡村法治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据统计，宣传日当天累计张贴宣传挂件 1000 个，发放宣传资

料 300 余份。

“微法庭”走进新农村
推进乡村法治化建设

第四批“无违建示范村（社区）”公示名单
序号 镇街 村（社区）

1 锦南街道 锦溪社区、卦畈社区、柯家村

2 锦北街道 上东村

3 玲珑街道 桥岭村

4 青山湖街道 研口社区、青南村

5 板桥镇 牌联村、界联村

6 太湖源镇 众社村、里畈村

7 於潜镇 英公村、昔口村、民幸村、

观山村、绍鲁村、后渚村

8 天目山镇 一都村、九里村、门口村

9 潜川镇 牧亭村、塔山村

10 昌化镇 后葛村

11 湍口镇 二联村、三联村、桐坑村、凉溪村、

塘秀村

12 清凉峰镇 顺溪村、新峰村

合计 30

公示电话：0571－61102376
来访来电时间：正常工作时间
来信投寄：临安区城中街 261号区“三改一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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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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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和公寓,江桥路 3＃ 公变,江桥路 2＃ 公变,嘉禾
公寓公变

杭州市临安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停畔湖 V329线诚和站江桥路分
线开关

锦西 V201 线华府站临安市城建
发展有限公司（5#坝）分线开关

08:15-17:30

08:15-13:30

12 月 20 日

12月 20 日

石镜街 2#公变

锦南 1#公变

杭州奥星实业有限公司

停畔湖 V329线诚和站石镜街 2#
公变低压总闸刀后段

停上甘 V114线汽车附件厂分线
锦南 1#公变低压总闸刀后段

奥生 V513 线

08:15-17:30

07:50-13:30

11:30-22:00

12 月 20 日

12月 14日

12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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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里村[上祥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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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祥里村[上祥里]公变低压总刀
闸以后

08:30-17:00

8:30-15:30

12 月 13日
取消

12月 13日

舒秀云遗失骨伤科发票，发票号：N1002001521、

N2006040291、N2009030099、N2003041055、

N2004002555、N2003033127、N2009037912，声明

作废。

李勋遗失太平财险商业险保单原件，车主：李勋，

车 牌 ： 浙 ARG288， 保 单 号 ：

66402080220190008988， 保 单 流 水 号 ：

00190000783665，声明作废。

临安市玲珑街道锦绣村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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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