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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朱周链

本报讯 为纪念建党 99 周

年，切实增强住建系统共产党员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1 日上午，区住

建局组织开展“迎七一，五水共治

巡河”活动，在青山湖绿道巡河护

河，清理沿途杂草，拾捡河岸垃圾，

宣传节水知识等。

在活动中，住建局的党员干

部、妇女同志、团员青年身穿马甲，

带着钳子、垃圾袋，沿着河道，时而

蹲下来查看水质，时而将河边的垃

圾拾起，并清除岸边的杂草、果皮

垃圾等杂物。

此外，大家还拿着“五水共治”

宣传资料，向过往市民进行保护水

资源的宣传，倡导市民从我做起、

从身边做起，养成不乱丢垃圾、不

乱倒污水的好习惯，积极培养绿色

文明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共同维

护良好的生态环境，通过实际行动

唤起更多市民的爱水护水意识和

节水护水的参与度，为共同推进美

丽河湖创建，建设幸福美好新临安

贡献一份住建力量。

区住建局组织开展“七一”党建活动

记者 朱艳 实习记者 汪未

本报讯 近日，锦南街道组织

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

年文艺调演暨“美丽锦南人”表彰

活动。10位“美丽锦南人”上台接

受表彰。

为庆祝“七一”，扎实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总结疫情防控经验，发

挥基层党建作用。连日来，锦南街

道陆续开展“初心课堂”、“四强四

赶超”打擂比武、“困难帮扶”等 10

个系列活动。当天的活动，重点对

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来的先进典

型进行表彰。前期，各行政村、社

区、经合社、基层站所、企业推选产

生 20位候选人。经综合考评和网

络投票，最终 10 人获得“美丽锦

南人”称号。

郑新华是柯家村的网格员，疫

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加入村里的防

疫志愿队，出租屋排查、外来人员

登记、发放宣传资料，没停歇过。当

村里出现湖北返临人员时，他又自

告奋勇担负蹲点监管任务，一呆就

是 14天。“哪里有需要，就冲锋在

哪里。”郑新华说，这是网格员的责

任，更是身为锦南人的责任。

“我们希望以此号召广大党员

干部进一步发挥好战斗堡垒和先

锋模范作用，为建设美丽幸福新锦

南作出更大贡献。同时，组织各行

政村、社区群众进行文艺调演，展

示锦南街道文化艺术成果，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锦南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中心工作，

深入开展好街道基层党建“四强四

赶超”活动，争先创优，为街道实现

“主城区新门户、产城融合新引擎、

城市有机更新新典范”的发展目标

再接再厉。

锦南街道表彰 10名“美丽锦南人” 近日，区文联组织美术家协会骨干走进上田三治学院开展美术创作活动，庆祝建党 99周

年。 通讯员 蒋雷超 摄

庆祝建党99周年

团区委、区红十字会联合开展“七一献热血 青春我先行”活动，在区党群服务中心设置集

中献血点，来自全区各个机关部门的热血青年150余人参与。 见习记者胡建强 摄

七一献热血 青春我先行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俞津艺

本报讯 为进一步普及安全知识，

倡导安全文化，提升全民安全意识，

日前，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

开展“看图片 找隐患”安全生产知识

大比拼活动。各镇街、科技城管委会、

国兴集团、新锦集团、城投集团、国

网供电公司、科投集团等 23 个单位共

69位安管员参赛。

据了解，比赛题库来自于日常。

前期，区安委办通过 2 个月时间对

全区日常作业中拍摄的企业安全隐

患图片进行收集，完成涉及危险化

学品、消防、建筑施工、电器线路等

300 余张隐患图片的整理，形成竞赛

题库。

此次比赛包括必答题、抢答题、

风险题等环节。内容涵盖了日常生产

生活中的安全生产知识、现场隐患排

查、防灾减灾知识等多个方面。涉及

知识面广、内容丰富、实用性强，能

够全方位检阅参赛选手的安全知识水

平。

经过三轮初赛和一轮决赛的紧张

角逐，最终清凉峰镇获得一等奖，玲

珑街道、板桥镇获得二等奖，锦南街

道、太湖源镇、於潜镇获得三等奖。

“看图片 找隐患”安全生产知识大比拼活动落幕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近日，秀溪康养中心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秀溪

康养中心项目是我区重点项目，位于河桥镇秀溪村秀溪山

庄旁。计划利用一年时间打造成集休闲旅游、住宿餐饮、养

老康复于一体的农旅综合体。

秀溪康养中心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老年康养中心、医疗中心、生态酒店、游客服务中心、餐饮接

待处、中草药种植区及山体公园等配套基础设施。其中，一

期建筑面积 9000 平方，设计养老床 400 张，二期规划面积

15000 平方，配套养老床位 600 张。

“常规的养老机构一般都是在一个很封闭的空间，缺少

一些自然的感受。所以我们选择河桥镇，这里人文、风景、坏

境都非常优秀。”杭州宁远农业公司总经理倪俊刚表示，将

充分利用秀溪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健康养生、休闲养老度

假等健康产业为核心，进行养生度假、观光农业、休闲娱乐

等多功能开发，打造旅居式养老新社区。

今年 80 岁的周燕枫是浙大老年大学退休音乐老师，

2018 年以来，她每年都要到秀溪村小住几日，觉得这里环

境宜人，旅居式养老方式让她充满期待。“这里山清水秀，适

合养老，期盼早点建成，我们好到这个社区来旅游养老。”周

燕枫说。

记者了解到，秀溪康养中心项目预计今年年底主体竣

工，明年 8月份投入使用。“秀溪康养中心项目为河桥镇省

级美丽城镇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进一步完善了全镇医疗、养

老、旅游服务体系”河桥镇负责人表示，未来，该项目也将成

为连接大明山、瑞晶石花洞、河桥古镇等旅游黄金路线上的

重要一极。同时，发挥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村产

业发展、农民增收。

秀溪康养中心动工建设
打造旅居式养老新社区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盛依祥

本报讯 从源头管好农民建房，是青山湖街道做好“无

违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数据显示，今年 1—6月份，街

道共审批 103 户农民建房，新批建房中，无一例新增违建

发生。

据了解，青山湖街道有 14 个行政村、7 个社区、9 个安

置小区。今年年初，街道对辖区范围内 45名有建房工匠资

格的泥水匠进行业务培训，并与他们签订考核责任书，要

求按图施工。如有违章建筑发生，第一时间联系街道职能

部门。同时，增加一条新要求———原址拆建的农户，必须先

拆除存量违建，经现场踏看确认后再审批。与此同时，已批

准实施建房的农户，计划逐一安装监控。

农民建房管理
从源头抓起

记者 章昕 通讯员 赵梦薇 周李阳

本报讯 近日，我区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上山后突然

晕厥，幸而警医联合，成功救援，老人得到了及时救治。

当天上午，区公安分局玲珑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

九州街区委党校附近的山上，有一位老人晕厥在地，急需救

援。接警后，民警迅速前往开展营救工作。到达山脚后，由于

山路崎岖，车开不上去，警车、救护车只能停在山下，救援人

员沿着崎岖小路徒步上山进行搜索营救。

10 分钟后，民警在一处水塘旁找到了老人，只见老人

双脚浸在水中，整个人躺在地上，虽然仍有意识，但是已经

无法说话，还有呕吐的症状，医护人员判断老人是脑梗了，

需要马上进行抢救治疗。为了和时间赛跑，民警协助医护人

员一起把老人抬上担架，艰难地往山下走。狭窄的山路，湿

滑的地面，万分小心的救援人员还是滑倒了好几次，他们来

不及拍掉身上的泥土，快速扛起担架往山下走。没多久，老

人就被安全送上救护车前往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老人姓黄，60多岁，当天 8 点左右外出去山上

种菜时，突发脑梗后昏倒在地，上山的群众发现后立即报警

求助。经过救治后，老人情况稳定，已脱离生命危险。

老汉上山种菜突然晕厥
多亏了警医联合紧急救援

青山湖街道：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今年杭州实行“公民同

招”，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数的民办

小学首次进行 100%派位摇号。昨日上

午，我区在天目高中进行民办小学招生

电脑派位。市、区教育局，区纪委监委派

驻第三纪检监察组，区公证处、数据资

源管理局、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到场，

并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 4 人受邀为

摇号嘉宾。

我区共三所民办小学，其中天目双

语实验学校报名未满招生计划数。青山

湖科技城育才小学和博世凯实验小学招

生计划数均为 140人，实际报名人数则

分别为 255 人、154 人，派位比达到

1.82:1和 1.1:1，需进行派位摇号。为确保

公平、公正，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

抽取一个数，组成一个首位非零的 4位

数作为计算基数，再由派位学校代表按

下任意一个字母键或数字键作为学校电

脑派位的第二个计算基数，最后由操作

员按下“派位开始”按钮，按钮的即时时

间为第三个计算基数。整个过程高效有

序，仅 25分钟就完成了电脑派位工作。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派位本质上就

是摇号，但是加入了三个计算基数，相

比传统的摇号，更加公正透明，杜绝了

“猫腻”。现场一位家长代表立即查看了

派位结果，发现孩子如愿进入了育才小

学的 140 个招生数内。“我太激动了，太

开心了，孩子一直想上育才小学。”她

说，“公民同招”出台后，本来不再纠结

公办、民办，但孩子喜欢育才，经过家庭

内部讨论，决定报名。“报名也是网上进

行的，不用出门跑一次，全都线上完成，

很方便。”

此次民办小学招生电脑派位结果，

当天下午在区教育局网站、临安教育公

众号公布。

全程公开公正透明

“公民同招”后 民办小学首次进行 100%派位摇号
家长不再纠结民办公办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年 7月 3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0kV 横路村[后干]公变,10kV 横路村[后干前村]公变,10kV 横路村[鹤岭]公变,

10kV横路村[鹤岭云雾]公变,10kV横路村[鹤岭口庄坞]公变,10kV登村村[千秋关

口]公变,10kV 登村村[张家]公变,10kV 登村村[牌坊坞口]公变,10kV 登村村[登

村]公变,10kV 登村村[登村林场]公变,10kV 登村村[马家畈]公变,临安市公安局,

临安市昌化公路段,临安市橡胶厂,临安祝伟石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惠华废品回收

站,杭州乐盛木业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鹤里 V256 线千秋关

支线 18#杆开关后段
06：20-07：007月 9日

10kV横路村[横路中学]公变
鹤里 V256 线千秋关

支线 1-18#杆
07：00-16：007月 9日

10kV 横路村[后干]公变,10kV 横路村[后干前村]公变,10kV 横路村[鹤岭]公变,

10kV横路村[鹤岭云雾]公变,10kV横路村[鹤岭口庄坞]公变,10kV登村村[千秋关

口]公变,10kV 登村村[张家]公变,10kV 登村村[牌坊坞口]公变,10kV 登村村[登

村]公变,10kV 登村村[登村林场]公变,10kV 登村村[马家畈]公变,临安市公安局,

临安市昌化公路段,临安市橡胶厂,临安祝伟石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惠华废品回收

站,杭州乐盛木业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鹤里 V256 线千秋关

支线 18#杆开关后段

下埠 V503 线临金高

速百园隧道变分线 6#

杆开关

15：00-16：30

08:10-16:30

7 月 9日

7月 9日

临安农商银行金融许可证公告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衣锦支行西墅分理处

批准成立日期：1954 年 10 月 01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西墅街

893、895、897、899、901 号

机构编码：B0711U23301001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 年 06月 30 日

许可证流水号：007259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

机构的邮政编码：311300

联系电话：0571－63720755

浙江临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1954 年 10 月 01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鹤亭

街 1888 号

机构编码：B0711S23301000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

江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0年 06 月 30 日

许可证流水号：007259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

机构的邮政编码：311305
联系电话：0571－63781103

临安农商银行金融许可证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