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逛夜市，顺便买点东西，惬意得很呢。”

“夜市”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让摊主

们也感到很欣慰。“大家聚集在一起销售

农产品，有种抱团作战的感觉。生意好了，

也给我们继续发展农业带来很大的信

心。”正忙着卖大米的经销户应群芳说道。

那么，为什么选择在岝 山文化广场

开张“夜市”？於潜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於

潜镇在纵深推进美丽城镇建设的过程中，

以天目溪为主轴，造就了别具魅力的沿溪

景观带，在广场开张“夜市”就是为了让这

份美丽更接地气。而且，通过政府设摊、商

户练摊的方式，既能丰富广大市民的夜生

活，也能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经济

复苏。

另外，今年《中国好声音》浙江省总决

赛就在於潜镇举办，通过广场上的大屏

幕，还能看比赛实况。“浓郁的烟火气，让

耕织故里的人气越来越旺。”

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乐平卫生

院（杭州市临安区於潜人民医院医共

体乐平分院、杭州市临安区潜川镇乐

平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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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8月 11 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周丹丹 何江桥 张德军

本报讯 近日，於潜镇岝 山文化广场

“夜市”开张，成了市民晚饭后的“打卡”之

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天目溪边的广场

显得格外迷人。随着市民们络绎不绝地来

到这里，“夜市”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现

场 40余个铺位一字排开，既有香气诱人的

小吃美食，也有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

为了招徕客人，摊主们卖力地推荐着

自家产品，有的还提供免费品尝。很快，每

个摊位前都围着不少市民在询问和购买。

一时间，吆喝声、欢笑声、讨价还价声汇聚

在一起，“点燃”了夏日的夜，让这个千年古

镇充满了暖心的烟火气。

市民王大姐刚买了桃果干和一袋大

米，她笑着说：“天气热了，晚上出来走走，

新时代文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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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盛江伟

本报讯“垃圾分类处理，不仅减量

了，而且公司还有奖励，我们当然很愿

意做啊。”清凉峰镇的程南龙是一名保

洁员，和之前清理垃圾有所不同的是，

他现在每天要把垃圾进行分类，把收

集来的水果、蔬菜、季节性农作物拉

到自己的地里进行堆肥处理。“以前

水果、蔬菜、豆秸这些东西没地方去，

都混在了其他垃圾一起，都没有做到

分类处理。现在分类处理了以后，公

司还会给我们相应的奖励。”

程南龙所说的奖励，来自天晟物

业公司针对清凉峰镇垃圾分类减量工

作所制定的 《生活垃圾垃圾减量考核

办法》。“4 月份，我们镇的生活垃圾

严重超标，做好垃圾减量工作迫在眉

睫。”清凉峰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第一时间召集镇垃圾分类办公室

人员、城管中队、物业公司负责人召

开了专题会议，研究生活垃圾减量问

题。在今年 5 月的清凉峰镇保洁员工

作例会上，集镇保洁物业公司天晟物

业公司就公布了 《生活垃圾垃圾减量

考核办法》，同时，清凉峰镇垃圾分类

办和物业公司还制定了一套垃圾分类

奖励措施。

为了实现垃圾减量，不仅有具体

的考核内容，同时还有相应的奖励政

策。比如保洁员垃圾分类绩效工资以

两人一组为单位，按重量计算：可回

收物和未经过加工处理的易腐垃圾分

类出来，1 吨以下，按 0.2 元 / 公斤计

算，超出 1吨部分 0.3 元 / 公斤，按季

度发放绩效工资；生活垃圾分拣员：

10 吨以下 30 元 / 吨，超出 10 吨部分

40 元 / 吨，按季度发放绩效工资；根

据分类重量，每季度进行一次排名，

根据排名额外发放 100-300 元不等的

垃圾分类工作奖励。

这套奖励措施一出台，就得到了

集镇保洁员的大力支持，大家纷纷参

与到垃圾分类减量工作中。物业公司

对保洁员每天分类出来的可回收物、

易腐垃圾(水果蔬菜、季节性农作物)等

进行每日称重、每日登记，并按照分

类量对保洁员进行每月排名、每季度

奖励。5-7 月，集镇已实现垃圾减量

50.2 吨。

“3 个月减量 50.2 吨，我们垃圾减

量工作已经有了初步成效。”清凉峰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做

好垃圾减量这篇文章，把集镇试点经验

推广到清凉峰镇的各个行政村，让大家

一起行动起来，践行垃圾分类文明风

尚，为美丽城镇建设添砖加瓦。

3个月减量 50.2吨

清凉峰镇垃圾分类减量初显成效

通讯员 潘鑫卉

本报讯 8 日，我区 2020 年公开招聘专职社区工作者

笔试圆满完成。本次笔试共设两个考点，62 个考场，1000

余名考生参加考试。

为确保笔试工作顺利进行，区民政局不断加强与区人

社局沟通协调，在强化考务安排、协调考场布置、防范考试

作弊、维护考试秩序等方面做扎实细致的工作部署。考前两

周，区民政局充分运用临安政府信息门户网站、临安人才

网、微信公众号临安发布等多种形式，及时将打印准考证和

笔试期间疫情防控要求的通知前期渠道线上公布，给考生

留足时间打印准考证、查看通知要求，确保考生应知尽知、

应考尽考。

笔试当天，区民政局在卫健、公安、网电等单位和学校

的积极配合下，从防疫措施、秩序维护、电力保障等多方面

发力，确保考试工作万无一失。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按照招聘专职社区工作者考务工

作的总体安排，按照程序组织好面试、体检和考察等工作，

尽快让新招录人员走上工作岗位，为临安社区发展注入新

鲜血液，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我区圆满完成专职社工
招聘笔试工作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王国丽

本报讯 近日, 锦南街道开展环境

整治自查“回头看”，对发现的薄弱环节

进行整改，以靓丽的市容市貌助推文明

城市创建活动的开展。

对照问题清单，街道党员干部、青年

志愿者、村社妇女代表深入街巷、村社了

解情况、查找问题、开展宣传，引导群众自

觉维护整治成果，并做好监督工作。此次

“回头看”中，共发现楼道卫生、卫生死角、

乱贴乱画等200多处问题。当天街道就

立即组织人力物力集中开展进行整治，确

保城镇人居环境面貌保持持续向好。

自“城镇环境大整治、城镇面貌大

提升”百日攻坚活动开展以来,锦南街

道 10个村社全部成立整治小组，集中

整治城镇道路两侧、城镇河道、公路轨

道交通两侧等。截至目前,共出动人员

300 余人次, 动用各类机械及车辆 50

余辆次。下一步，锦南街道将加大环境

卫生整治力度，积极开展环境卫生常态

化整治，为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学、

宜游的城乡人居环境奠定良好基础。

锦南街道：“回头看”查短板 环境整治再攻坚

近日，昌化镇风之谷户外乐园景区推

出“北极光之夜”灯光秀等夜游项目，让游
客在纳凉的同时享受一场视觉盛宴，而络

绎不绝的游客也让小镇的夜晚活跃了起

来。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为贯彻党委决策部署，增强人大监督实效，推动政府依

法履职，深化对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

的履职监督，根据《杭州市临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对任命的区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深化履职监督的办法

（试行）》规定和区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工作要点安排，区人

大常委会将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部分区政府工作部门负

责人履职情况报告并进行评议。为扎实做好履职评议工作，

现征求社会各界对评议对象履职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一、履职评议对象

褚凯军 现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盛 伟 现任区民政局局长；

黄浙挺 现任区商务局局长；

黄生云 现任区教育局局长；

徐 强 现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局长。

二、履职评议重点

履职评议对象任职以来，学习贯彻宪法和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依法行政情况；推进中心重点工作和职能工作任务

完成情况；重大计划执行和绩效，部门预算编制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情况；执行人大决议、决定，接受人大监督，办理代

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实施民生实事项目情况等。

欢迎广大人民群众于 9 月 10 日前对履职评议对象提

出意见和建议。联系电话：63722345，传真：63700531，电子邮

箱 larenda@163.com，通信地址：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综合

科，或登录官方微信“临安人大”留言。

杭州市临安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8月 11日

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征求对部分政府工作
部门负责人履职情况意见和建议的公告

风之谷夜游开启极光之旅

古镇“夜市”开张 有烟火气更有人气

日前，玲珑街道

“三改一拆”办公室就
“无违建”工作推出新

举措，对辖区内 16

个行政村涉及农民建
房的 27 户在建工地

安装监控。监控可实

现 24 小时实时监

管，有效制止私搭乱

建等问题的发生。

记者 孙梦蕾 摄

监控无死角 防违新手段

临安区民政局
2020 年 8月 11 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年 8月 11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临安市清凉峰初级中学

临安市昌北中学

浙江新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

九都 V265 线 7# 杆清凉峰初级中学分线令克后段

仁里 V312线新大街分线岛石新街高配昌北中学支线开关后段

新剑 V453线 55# 杆浙江新剑精密制品有限公司配变开关后段

07:20-12：40

07:20-12：40

07:50-12：40

8月 19日

8月 21 日

8月 17日

浙江临安中都置业有限公司停银湖 V383线泥山湾分线 25# 杆中都置业支线令克以后07:30-13:008 月 13日

湖门村凃家
10kV 马啸 V262 线 108# 杆湖门村凃家配变 0.4kV 塔边 1000 线、

凃家 2000 线保安器后段线路改为检修状态
07：50-13：108月 21 日

8月 17日 07：30-12：50 乐平村（赤岭头）公变低压水桐坞 1000 线 乐平村（赤岭头）公变

8月 18日 07:50-16:00 停横潭 V202线 26#杆 10kV横潭村[四中]1# 公变低压总闸刀后段 10kV横潭村[四中]1# 公变

8月 18日 07:30-13:30
停浪口 V730 线德新 7306 线老街支线 1# 杆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

中心小学配变令克以后
临安市太湖源镇青云中心小学

8月 19日 07:30-15:30
停玲高 V370 线天路 3707 线临安玲珑中学分线 2# 杆临安市晨曦

小学配变开关以后
临安市晨曦小学

8月 20日 07:30-15:30
停桥里 V862 线玲珑中心小学分线 2# 杆杭州市临安区玲珑小学配

变令克以后
杭州市临安区玲珑小学

8月 17日 07:20-12：40 文昌 V450 线镇中分线 9#杆昌化初中支线令克后段 临安市昌化初级中学

8月 19日 07:20-12：40
相岛 V832 线仙人塘分线中学支线 1# 杆大峡谷镇中心学校配变令克

后段
大峡谷镇中心小学

遗失公告某女婴，2019 年 11 月 27 日出生 （暂

估），2019 年 12 月 2 日在临安区玲珑街道东

山社区庆仙路高速桥洞下被捡拾。请以上弃

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

到临安区民政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联系电话：63817297。

弃
婴
公
告

杭州市临安区

就业管理服务处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证 号 ：

Z3310000387205，

声明作废。

临安惠耳助听器搬迁至钱王街 580号

南苑小区大门口，并于本月 16 日（星期日）

特邀杭州仁爱康复医院陈兴刚主任莅临本中

心开展耳聋耳鸣康复咨询，助听器优惠验配

活动。

搬迁通告

咨询电话：0571-61063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