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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俞亚君

本报讯 清明节来临，为倡导全社会文明过节，远离火

灾，锦南街道在辖区开展了“文明祭祖严禁明火”为主题的

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连日来，街道组织相关科室进村对各村、社 20 多个公

墓山进行检查，要求各村社做好公墓山防火隔离带安全通

道，街道以村、组为单位落实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网格员

在辖区的公墓山、上山道路口进行巡查和监管，劝导和制

止违规用火行为，守好公墓山入口的管理工作，对零星的

墓地管理，分解到各村社网格员，实行网格化管理，并在醒

目的地方张贴文明祭祖，严禁明火等宣传标语。

与此同时，街道、社区利用横幅、电子屏、宣传车等在

全街道开展了“文明祭祖严禁明火”宣传，启动清明期间森

林防火零报告制度和森林防火流动车日巡查制度，积极营

造文明祭祖氛围，锦源村网格员、巾帼志愿者再次启用土

喇叭，走出入户开展了“绿色清明文明祭祖”宣传，向村民

发放宣传资料和倡议书，倡导大家树立文明祭祖新风，自

觉破除焚烧纸钱香烛、燃放鞭炮等陈规陋习，以献一束鲜

花、植一棵树、清扫墓碑等文明健康安全又有益于保护生

态环境的方式寄托哀思，祭奠祖先，消除林地火灾隐患，让

清明节成为安全文明的节日，远离森林火灾。

锦南街道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明祭祖宣传活动

见习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近日，区殡仪服务中心新建落成，位于临安殡

仪馆区块内，毗邻临安天竺园陵园，占地 11 亩，建筑面积

2000 余平方米。这也是我区首个殡仪服务中心。

随着我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殡葬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尤其是主城区没有合适的场地用于搭设灵堂，市民操

办白事往往在街道边、小区内、老旧危房甚至公共露天场

所搭灵棚治丧，不仅对周边居民形成打扰，而且要置办聚

餐，存在较大的安全、卫生隐患。

“区殡仪服务中心的建成，主要为了消除丧事扰民现

象，提供一个全方位服务的治丧场所。”区殡仪馆主任帅瑞

聪介绍，服务中心内设灵堂七套，包括一个面积 120 平方

米的守灵大厅、6个各具特色的小厅，还有配套的客房、多

功能厅、休息间和一个可容纳 400人同时就餐的餐厅。“服

务中心的年接待能力超过 1000 场次，完全具备承接临安

主城区群众的治丧守灵需求。”

在守灵大厅可以看到，整个布置庄严而肃穆，厅内有

可自调温度的遗体恒温棺、供桌、花圈等守灵用具，一应俱

全。守灵大厅还设有专门的帐房、开水间、休息室等设施，

以方便守灵人员使用。

同时，服务中心还配备了专业化服务团队，可提供遗

体处理、净身化妆、守灵治丧、灵堂布置、组织吊唁、人生告

别、出殡仪式等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服务中心内明码标价、自主选择、丰俭由人，

5000 元左右即可涵盖三天守灵、出殡、告别、火化的一系列

治丧活动的费用。

帅瑞聪表示，殡葬服务中心的投入使用，符合国家倡

导的绿色文明治丧理念，也是我区在殡葬改革工作上的一

项实事，服务中心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完善

和改进，为群众提供满意的殡葬服务。

殡葬服务中心预约电话：0571-61100444

提供守灵告别出殡一站式服务

区殡仪服务中心落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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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清明时节。今年的清明，承载

着更加厚重的分量。过去这两个多月

来，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全

民战“疫”。平平安安，显得尤为珍贵。过

一个平安的清明，是对逝者最好的追悼

和缅怀，是对英烈最好的尊重和告慰。

当下，通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

临安总体防控形势稳定。但是，零新增

不等于零风险，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松

懈。临安取消 2020 年“清明恭祭钱王”

活动，对九仙山公墓实施限额预约扫墓

措施，各镇街出台防疫祭扫规定，就是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严防疫情

保民安康。

严防严控，并不是阻断生者对逝者

的思念与追悼。相反，在这个特殊时期，

生者的平安才是对逝者最深切的缅怀。

平安二字值千金。我们要持续抓好个人

防护，做到疫情防控与文明祭祀相结

合，自觉暂停聚集性祭祀活动，分段错

时祭扫，更多地采取居家追思、网络祭

扫等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

清明还是防火关键期。澳大利亚山

火持续燃烧数月，四川凉山大火夺走

19 条鲜活生命……这些教训过于深

刻。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安宁，而听不见

“远处的哭声”。防患于未然，考验着地

方的治理能力和每个人的安全意识。今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15 日为临安全区

禁火期，每个人都应该严格遵守规定，

把文明祭扫当成一种自律和担当，在禁

火期以及森林防火期内严禁上坟焚香

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等一切野外用火。

焚香烧纸，并不是悼念的唯一方

式，更不是最好的方式。随着时代的

发展，很多民风民俗都有了新的形式，

清明“云祭扫”，或献一束鲜花、植一

棵树、读一篇祭文、清扫墓碑等悼念

方式逐渐流行。生者因时而变的表达

方式一样可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融

入新时代特点的仪式感也丝毫不会冲

淡我们的情感。

除了慎终追远，催护新生也是清明

这一传统节日独有的意蕴之一。我们不

能忘却纪念和追思，更应带着对规则、

对生命的敬畏之心，文明祭扫、平安先

行，如此才是最好的缅怀方式。

王蓓蓓

平安是最好的悼念

近日，经区委统一部署，区委巡察

组向第十一轮巡察和人防系统专项巡

察 5 家单位反馈了巡察意见。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区

委巡察组对区人力社保局党委、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锦北街道党工

委、青山湖街道党工委开展了常规巡

察，对区人防系统（区人防办）开展了专

项巡察。据统计，本轮巡察共发现各类

问题 160 个,移交问题线索 10件，抄告

共性问题 4个。

现将 5 家被巡察单位主要问题和

意见建议公布如下：

区人力社保局党委
主要问题：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

不够到位，对部分重点业务工作推进不

够有力；党委议事运行机制还不够规

范，执行“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

不够严格；干部队伍管理不够严格，部

分中层干部任职时间过长；工作作风不

够扎实，“三服务”工作推进效果不够明

显；对大学生创业园和定点培训机构监

管不到位；执行公务接待不规范；执行

财经制度不严格，存在财务审核把关不

严、劳务费发放和政府采购不规范等问

题。

意见建议：加强班子建设，强化重

点工作推进。规范党委议事决策机制，

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制度；全力加

大就业创业扶持。加强基层党建，狠抓

干部队伍管理。规范中层干部任免程

序，加强干部交流。加强压力传导，落实

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履行好“一岗双

责”，推动责任落地。强化规矩意识，严

肃财经制度执行。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
主要问题：党委核心作用发挥不够

充分，在大文化建设、文物保护等方面

贯彻上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民主决策

机制不够规范，对部分协会的领导管理

职能弱化；意识形态责任制贯彻落实有

偏差，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党建责任制

落实不够到位，选人用人不够规范，人

才队伍建设还有短板；深入基层指导服

务不够，“四风”问题整治不够到位；财

经制度执行不够到位，工程项目建设管

理不规范，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原旅

游局党组巡察反馈意见个别未整改落

实到位。

意见建议：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

委精神，加大文化建设等重点职能工作

推进力度，规范党委决策运行机制，加

强对体育协会的监督管理；全面落实党

建责任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规范人

事管理；增强争先创优意识，深入基层

指导服务，转变工作作风；压实压紧“两

个责任”，加强廉政教育；严格遵守财经

制度，规范项目建设管理，完善风险防

控机制。

青山湖街道党工委

主要问题：政治站位不够高，服务

保障科技城不够有力，征迁拆违工作还

不够扎实，部署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融

合发展不够科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不够深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

实不够到位；党建工作重视不够，组织

生活开展、党员发展、选人用人程序等

不够规范；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内

控制度、财经纪律执行不够严格，工程

项目管理还不够规范。

意见建议：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服务

科技城；创新思维，深入分析征拆工作面

临的形势和重点难点问题，做好征迁工

作的后半篇文章；加强思想建设，认真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建引领，

推动作风建设全面提升，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内控制度，科学

决策项目，加强工程项目管理。

锦北街道党工委
主要问题：强化党员干部政治规矩

意识不够有力，对机关和村社党员干部

教育管理不够严格；部分村两委班子不

团结，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为民

办实事方面主动担当不够；加快经济高

质量发展、有效化解村级债务举措不

多；“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生态环

保、信访处置等工作存在不足；机关党

建工作重视不够，干部作风建设存在短

板，日常警示教育偏少，内控制度执行

不够严格，工程项目管理存在漏洞。

意见建议：增强党员干部政治规矩

意识，严肃政治纪律，加强对全体机关

干部和村、社党员教育管理，增强村级

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落实有效举

措，加快工业、现代服务业发展，抓实消

薄化债工作。围绕“三改一拆”“五水共

治”、生态环保等工作重点，提高信访处

置质量。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和干部作风

建设，强化正风肃纪，强化工程项目监

管，防范廉政风险。

区住建局（人防办）党委：
主要问题：贯彻落实上级和区委区

政府决策部署存在偏差；议事决策和行

政执法机制不够到位；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不到位；队伍管理存在“宽

松软”。违规减免人防易地建设费，分期

建设项目保证金收取不规范，人防工程

日常管理流于形式，审批权力尚未得到

有效行使，自建工程项目建设不规范。

资金、资产、资源管理不够规范。

意见建议：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人防系统

腐败问题专项治理的批示、指示精神，

深入开展人防系统专项巡察整改工作。

加强队伍管理，提升业务水平和工作作

风。针对项目审批、费用缴纳、招标投

标、工程监管、资产管理等薄弱环节，加

强制度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防范

化解廉政风险。

区委巡察组向区人力社保局党委等5家单位反馈巡察情况

1日，区民政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区

城市管理局开展城区殡葬市场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主要针对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

品、无照经营及占道经营殡葬用品等违法

行为展开，旨在确保广大市民过一个健康、

文明、安全、绿色的清明节。

通讯员 徐宋单 摄

我区开展清明前殡葬市场专项检查

日前，潜川镇综合信息指挥室和林业站在阔滩村牛坞山

塘处联合组织开展 2020 年春季森林消防突击演练，进一步

加强清明期间森林防火宣传工作。

实习记者 胡建强 通讯员 蒋鑫丽 摄

停电通知 2020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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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村村[黄岗]公变停杨畈 V582线溪村 5824 线 130# 杆黄岗分线令克以后08:30-13:304 月 7日

杭州临安迅硕建材有限公司
停钱谷 V408 线临安澄里拉丝厂分线 2# 杆杭州临安迅硕建材有限公

司配变开关以后
08:30-14:004 月 7日

临安恒发机械有限公司,临安玲珑远航电缆厂,杭州协丰城市配套设施有

限公司,杭州艾米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锦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锦

香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郎碧机埠(抗旱  )

停郎碧 V594 线 35#杆巨丰分线开关以后8:30-11:404 月 8日

杭州临安裕丰米业有限公司
停塘湾 V872 线玲福 8724 线盛唐支线 9#杆杭州临安裕丰米业有限公

司配变令克以后
08:30-14:004 月 8日

4月 8日 09:30-15:30 停吴马 V493 线龙浮山分支线 11#杆上东村[龙浮一组]公变令克以后 上东村[龙浮一组]公变

青云村[凹桥头]公变

锦绣村[梅坞里]公变

停杨华 V731 线茹荷分线 52#杆青云村[凹桥头]公变令克以后

停锦秀 V402线殷家山支线 7#杆梅坞里分支线令克以后

08:30-13:30

08:30-14:30

4 月 9日

4月 9日

4月 7日 8:30-15:30 停竹林村[竹林 1-2队]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竹林村[竹林 1-2队]公变

泥山湾村[庙山脚]公变,杭州临安排水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排水公司

碧淙村[东溪滩]公变

上畔村[石畈桥头]公变

停横山 V381 线成横 3814 线污水处理厂分线 23#杆以后

停杨西 V721 线 156# 杆碧淙东溪滩分线令克以后

停钱龚V876 线上甘邮电所分支线 1#杆上畔村[石畈桥头]公变令克以后

8:00-14:00

08:30-13:30

09:00-15:00

4 月 10 日

4月 10日

4月 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