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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
宣传先行

为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宣传

工作，近日，人口普查工作人员在锦北街

道上东村文化礼堂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宣传活动，让村民充分知晓、理解、支

持和配合人口普查。
记者 金凯华 摄

见习记者 郭蕾 记者 许小平

本报讯 “有了这个管理码，每天

出栏量、存栏量，还有生猪是否有病情，

都一目了然。”说起这个生猪养殖场管

理码，杭州临安鹏旺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的应鹏竖起了大拇指，他说，这样大大

省去了养殖场纸质化填报的过程，操作

起来又非常方便。

今年 7 月开始，区畜牧农机发展中

心启动了全区生猪养殖场管理码工作，

这是“数字三农”在畜牧养殖领域率先

推出的应用板块，是畜牧兽医数字智治

的重要体现。

据了解，管理码是养殖场经手机

APP 上报的存栏、能繁母猪、出栏、

死亡等基础数据，结合监管部门录入

的监管信息，综合分析生物安全合格

率、死亡率、抽检合格率、免疫合格

率、质量安全合格率和养殖场污染等

指标，自动生成的养殖场专属二维码。

以红、黄、绿三色管理，分别对应养

殖场高、中、低风险，实现动态管理，

一码知安全。

为确保全区 94 家生猪规模养殖场

全部启用管理码并能熟练使用，区畜牧

农机发展中心组织开展了三场集中培

训，对全区生猪养殖场及镇街畜牧专管

员 120人进行管理码使用、赋码规则进

行培训解读，同时上门指导 50余次，面

对面、手把手教会养殖户下载、使用“畜

牧掌上通”APP，生成专属管理码。并同

时积极和省市沟通，妥善解决了养殖小

区多户一管理码的问题，确保了管理码

使用率达 100%。

区畜牧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万刚

表示，下一步，养殖场管理码将实现常

态化运行，逐步在检疫申报、流通监管、

政策扶持等环节实现“亮码”管理，实行

绿码“行”、黄码“等”、红码“停”的运行

制度，对养殖场实行精准管理，防范隐

患，确保生猪生产安全，进一步促进我

区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临安生猪有了“健康码”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假如你是村干部，当班

子团结出现问题时，你应该怎么做？

你对村集体经济壮大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办法？”近日，高虹镇开展村级后备

干部履职能力综合评价活动，对后备

干部履职能力作了一次“大检验”。

新一轮的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即将

全面展开，为了让年纪轻、学历高、

有事业心和责任心的后备干部充实到

村级班子，高虹镇提前练兵，把各村

后备干部“拉出来”作一次“检验”。

在村级后备干部的培养上，高虹

镇重“选”“育”“管”“用”四个

字。精“选”。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的要求，采取从优秀党员中“挑”，

从致富带头人中“选”，从外出经商人

员和高校毕业生中“请”的方式，在

个人自荐、组织推荐的基础上，经履

职能力综合评价，每个村确定 3—5 名

后备人选，建立村级后备干部资源库。

细“育”。实施后备干部培养教育“导

师制”，从乡镇领导干部、村两委现任

干部中遴选导师，通过“一对一”结

对培养模式做好传帮带。严“管”。强

化组织引领，结合后备干部的个人特

点和各村实情，开展政策法规、矛盾

纠纷调解和正反典型教育，增强后备

干部的为民服务能力和遵规守纪意识，

强化动态管理和考核评价，做好人员

动态调整。重“用”。建立健全村级后

备干部“设岗定责”，设立政策法规宣

传、社情民意征集、社会治安管理、

文明风尚倡导、矛盾纠纷调处等实践

岗位，通过岗位锻炼促进后备干部成

长,提高参与决策和管理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

为了公正、公平考量后备干部的

能力，高虹镇由村两委成员、党员群

众代表和镇驻村组成员为检验员，采

用结构化面试和临场提问的方式，设

置符合各村实际的题目，重点检验后

备干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同

时，进行工作业绩评价，检验后备干

部开拓创新、处理突发性问题的能力。

此次评价，全镇 45 位青年通过后

备干部检验，其中女性 11 人，35 周

岁以下 20 人，占比 45.5%，大专及以

上学历 22人，占比 50%，为新一届村

级组织班子选齐配强打下了基础。

高虹镇开展村级后备干部履职能力综合评价

通讯员 周洁

本报讯 竹竿摇，满地金，又是一年

山核桃丰收时。为切实维护好山核桃采

收秩序，保护林农的切身利益，湍口镇

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全镇

党员志愿者身穿红马甲，化身“四大

员”，穿梭林间地头，走进林农家中，为

山核桃安全采收保驾护航。

湍口镇党员志愿者化身“宣传员”，

通过密集宣传，从源头上消除林农对安

全生产的麻痹思想。自 8 月中旬以来，

各行政村的党员志愿者通过张贴山核

桃安全采收通告、宣传车巡回广播、资

料发放、上门指导等方式，全方位、全时

段宣传引导，营造山核桃统一开杆、安

全采收的良好氛围，帮助广大林农增强

安全意识，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减少

或避免采收安全事故发生。

为排除山核桃采收期间的安全隐

患，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党员志愿

者化身“巡查员”，在主要村道设置卡点

值班值守，严密排查来往车辆和人员。

同时，组建巡查队定期进山巡林，在白

露前，重点严防提前开竿、提前捡果以

及山林用火；在白露后，重点围绕安全

保障、人员救助、现场脱蒲处理、环境保

护等开展巡查和指导工作。

在山核桃采收期间，经常会有林农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党员志愿

者化身“保障员”，切实做好林农的后勤

保障服务。当遇到有林农人手不足来不

及采收时，主动上山帮忙；遇到有人在

采收过程中受了伤，及时送去医疗物资

并协助救援；遇到家中老人小孩没人照

料，第一时间帮忙照看……小镇的党员

志愿者就这样用一件件小事来做好保

障服务，解决林农的燃眉之急，温暖着

他们的心。

山核桃林面积广、地形复杂，采收

前后往往伴随林地分割不清、相邻地块

采收纠纷等现象。为此，党员志愿者化

身“调解员”，与湍口镇平安建设办公室

工作人员、网格员一起组成调解小队，

合力化解矛盾纠纷。一旦村内发生林地

纠纷，及时召集纠纷双方赴现场调解，

通过实地查看、图纸比对等方式化解争

议，确保采收工作有序进行。

湍口镇“四大员”护航山核桃采收

化身“宣传员”，安全意识再强化

化身“巡查员”，排除隐患保平安

化身“保障员”，做好服务暖人心
化身“调解员”，化解纠纷促稳定

记者 孙梦蕾

本报讯 今年是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三年行动的收官

之年，该项工作年底前完成后，农村饮用水规模化供水率

将由原来的 25%提高到 80%以上，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这也意味着后续运维的工作量和难度随之加大。

日前，记者来到区农村水务公司的农饮水调度指挥中心，

看到农饮水智慧监管平台已正式启用，涉及 35 万农村人

口的 300 余平方公里供水面积内，水压、水质、运营等

情况实时显示。

据了解，智慧平台以 GIS、GPS技术为基础，以城市

地形图和供水管网数据为核心，实现农饮水供水管网智慧

运作。同时管网数据可应用于管网的外勤管理 （巡检维

修)中。“所有管网、水表、供水设施等均进行 GPS 现场

定位、测绘，做到抄表到户、测绘到户，在专业自来水公

司中，能够做到的也屈指可数。”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

区农村水务公司是农村饮用水工程的运维单位，平台的智

慧监管水平，已经走在了我省农饮水行业前列。

智慧平台的亮点不仅仅在于诸多数据的实时显示，还

在于抢修中的突出表现。如高虹镇长溪村某水管爆裂，水

管维修人员可第一时间在手机上接到后台发来的信息。打

开一看，爆管区域已被标记为绿色，同时显示的还有阀门

的编号、口径、埋深、阀顶埋深等基础数据。然后，系统

开启导航功能，为维修人员精准导航，到达目的地后，维

修人员迅速找到爆管点，关闭阀门更换水管，两个小时就

完成了抢修。

数字赋能农村供水精细化运维

农饮水智慧监管平台“上线”

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童耀南

本报讯 21 日上午，2020 年昌化镇新一届村干部培训

班在浙江农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开班。全镇 76 名履新村

干部将进行 “集体充电”，进一步提升综合素质和履职能

力，促其尽快进入角色，迅速打开工作局面。

据了解，本次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实地考察、交流探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内容包括《加强学习和修炼 提升村干

部领导力》《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当好”重要窗口”建设

实践者》等主题，还将组织培训人员赴安吉余村实地考察

“两山”理论的乡村实践。培训班还将发布《昌化镇村级组织

工作运行规范》，并开展“乡村振兴头脑风暴”、礼仪培训等

活动。

“希望借助此次培训，让村干部把处理农村发展问题的

各项知识搞懂弄通，全面掌握了解村情民情的方法，提高自

身的政治修养和业务能力。”昌化镇负责人表示，本次举行

新一届村干部培训班，既是“新干部”尽快转变角色的需要，

也是“老干部”集中学习充电的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需要。

昌化镇 76名村干部
接受履新“第一课”

近日，锦城中心幼儿园组织第一批支教小分队 7名优秀

教师赴贵州施秉县开展教育结对帮扶活动。在为期 5天的时

间里，锦城中心幼儿园的老师们分别到施秉县白垛中心幼儿
园、甘溪乡中心幼儿园、马溪乡幼儿园开展支教、送教活动。送

教教师为当地幼儿园作讲座、上示范课、指导室内外环境创设。
为保持长期交流，锦城中心幼儿园还与结对幼儿园分别组建了

线上学习群。 通讯员 徐群 吴丽柳 摄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无

1.虹桥 V353线改线路检修；

2.虹桥 V353线改线路检修；

3.停虹桥 V354 线溪苑站 3451 开关

07:30-14:009 月 28日

10kV 桂芳桥村

[桂芳二]公变

10kV 桂芳桥村

[桂芳下坎]公变

10kV 桂芳桥村 [桂芳二] 公变低压

1000 线、2000 线、3000 线闸刀

10kV 桂芳桥村[桂芳下坎]公变低压

1000 线、2000线、3000 线闸刀

07:20-15:30

07:20-15:30

9 月 29日

9月 29日

无

无

1.10KV 江阳 V910 线盛景蔚澜名邸

开闭所Ⅰ段备用 G7 间隔改为线路检

修状态

2.10KV 江南 V945 线盛景蔚澜名邸

开闭所Ⅱ备用 G14 间隔改为线路检

修状态

1.虹桥 V353线改线路检修

2.停溪许 3452 线溪苑站 3452 开关

3.停溪许 3452 线许家站 3452 开关

08:00-15:30

07:40-15:00

9 月 28日

9月 29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年 9月 23日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

（浙土资发[2002]27 号）文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划拨方

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0﹞133 号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天，如有

单位或个人对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形式反馈给杭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

批科，并注明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

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照相关规定报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拨

手续。

联系电话:63967069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20 年 9月 23日

序

号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备

注

1

杨全龙、褚金校等

20 户城际铁路拆

迁安置户

玲珑街道

上泉村

城际铁路

拆迁安置房
行政划拨 11818

城镇住宅

用地

临安龙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共临安市委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遗失中共临安市委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机关工会委员会账户开户许可证，证号：Z3310001842201，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