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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木梳弄 3#公变停水岸 V363线木梳弄 3#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08:20-17:00
10 月 30 日

（取消）

木梳弄 2#变

龙上村（狗坞坑）

龙上五队配变低压 2000 线

停水岸 V363线木梳弄 2#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石门 V353 线龙上五队分支线 4# 杆龙上村（狗

坞坑）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停石门 V353 线龙上五队分支线 19# 杆龙上五组

配变低压 2000 线漏保以后

08:20-17:00

14:30—15:20

14:40—15:30

10 月 30日

10 月 26日

10 月 26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杭州捷瑞空气处理设备有限

公司

1、相坞 V536线改线路检修。 2、停东环 V537 线

1# 杆 5372 开关；3、停相坞 V536 线 1# 杆 5361 开

关 4、停东环 V537线泉东站 5372 开关

8:40—16:0010 月 26日

杭州春禾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停洪村 V340 线 56# 杆临安春禾花卉科技有限公司

分线令克
8:30—13:0010 月 28日

中天建设集团浙江钢构有限

公司

研里里村 2#公变

1、东环 V537 线改线路检修。 2、拉开东环 V537 线 1#

杆 5372开关；3、拉开相坞V536线 K28环网柜备用G5

柜开关；4、拉开东环V537线[泉东站]中宏分线开关；

停斜阳 V221 线研里分线 53# 杆研里里村 2#
公变低压总闸刀以后

8:00—14:30

7:40—8:30

10 月 29日

10 月 29日

王安国，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

个和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林专家。

从 1980 年回到临安，从事林业科研和

推广已经 40 年，完成了 66 项研究和

推广项目，获多项殊荣。2002 年退休

至今，王安国一直不忘初心，发挥余

热，为山绿民富服务一辈子。

穿过一片片浓密的竹林，一幢玻

璃房屋映入眼帘，这是 2002 年王安国

同家人创办的太湖源观赏竹种园，园

里建立了竹子种质资源库，收集有竹

种 250 多个，退休后的王安国便一直

待在这里。

见到王安国的时候，他正在与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亚林所的研究生杨丽

婷进行关于“遮光对美丽箬竹光合荧光

特征的影响”课题的交流探讨，这个满

头白发的老人，精神瞿烁。只见杨丽婷

摆弄着箬竹位置，寻找到试验最佳角

度，将竹叶子放进光合仪，测试叶片上

的光合作用。“目前试验开展顺利，再观

察半小时便可得出一组研究数据。”杨

丽婷说。“竹种园的种质资源很丰富，有

上百种，实验条件也很好，我们来这边

研究课题非常便利。”

在竹种园收集竹种，建立竹子种

质资源库是王安国多年来的心愿，

2019 年至今，竹种园新收集竹种 70

多个，其中珍稀观赏竹种 50 多个。这

不仅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提供很好

的科研场所，而且通过收集、筛选出

优良笋用竹种和珍稀观赏竹种，为临

安农民培育迟熟夏秋笋和新农村建设、

城市绿化提供保障。

“雷竹种质资源库到现在已经收集

了 23 个竹种，主要目的是观测以后出

笋产量最高，出笋时间最早，生长比

较好的品种。”王安国介绍说，雷竹是

临安竹笋产业中最重要的栽培竹种之

一，为了让临安竹笋产业能可持续经

营，他潜心研究，并将优质、高产、

安全的雷竹竹种进行推广，他还积极

配合企业招商引资，应用智慧农业高

科技，使临安竹笋真正做到从土地到

餐桌生产生态、优质、安全高品质竹

笋全过程使消费者都能看到。

“只要我身体吃得消，只要农民需

要，我还是愿意为产业的发展、为农

民的增收，履行好我应该做的科技工

作者的职责。”生命不息，发挥余热不

止，80 岁的王安国选择为农林事业奋

斗终身。

记者 宣晓云

不忘初心发挥余热 为山绿民富服务
———记“最美老干部”王安国

今年的 10 月 26 日, 是浙江省第 24

个环卫工人节。近日，区城管局市政环卫保
障中心组织 200 余名环卫工人，拍摄“全

家福”，来自五湖四海的环卫工人们用自己

清扫出来的树叶排出“环卫工人节”大字。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徐芳平 摄

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公路水运平

安百年品质工程智慧工地暨安全生产

现场会在临召开，170 余名与会代表

们现场参观了临建高速项目的“智慧”

工地。

在临建高速项目土建一标於潜预

制场生产线上，“智慧”无处不在。

比如进行龙门吊作业，工作人员首先

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能开启电源，然

后通过指纹识别获取操控器才能进行

具体操作。而且龙门吊上装有监控系

统，实时对结构危险点应力监测，以

及对工作过程进行监控记录，当操作

不规范时，监控后台会自动发送警报

信号。

在工程用电上，同样采用智能化。

配电箱除了人脸识别功能外，还装有

电器火灾监控系统，对配电箱各关键

节点的电压、电流和温度进行监测，

发生异常，系统会自动断电并发送短

信通知电工维修。

“T 梁预制是一项精细活。”杭州

临建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安全处

管理员邵帅介绍，预制场在生产 T 梁

过程中，大量应用数字化，通过物联

网、GIS、BIM 等系统关联形成一个

大数据库，对原材料、生产配合比、

张拉等数据进行无感采集，实时上传，

并生成质检报告，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在生产过程中还使用了智能式液压模

板。通过 360 度旋转的万向轮，拼装

和拆除工作只需要 1 名作业人员，并

且能在 20 分钟内轻松完成，相比普通

传统模板减少 4 个工时，同时 1 套模

板最多可满足 11 个台座使用。这种整

体拆装模式不仅降低了吊装风险，还

可以减少拼缝，提升梁板外观质量。

另外，在工序报验方面，只需打

开 APP 上传自检数据及工序照片，提

交至现场监理在线审批完成报验程序，

系统会根据报验地点，智能化匹配附

近监理人员，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临建项目围绕施工全过程质量管

理，以智慧工地建设推动项目管控水

平不断提升。”邵帅表示，下一步，临

建高速项目将紧跟全省综合交通三年

大会战，进一步推动高速公路施工建

造产业升级、培育高速公路智慧监理

新业态，全面加快数字化工地高质量，

高水平建设，实现高速公路建设管理

跨越式发展。

据悉，临建高速北起浙皖交界的

千秋关隧道，终于杭新景高速安仁枢

纽，全长 85.5 公里，概算投资 206.48

亿元。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建设标准，设计时速 100 公里。目前

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 18.8%，全线大

临设施已全部建设完成并投产，30 座

隧道已全部进洞施工，70 座主线桥梁

已有 45 座开工建设，计划于 2023 年

全线建成通车。该项目的建成对完善

浙皖两省的高速公路路网、推动长江

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促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临建高速积极打造示范型智慧工地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 “您好，骑电瓶车请戴好

头盔，横穿马路和开车时请遵守交通

规则，邻里之间要相互团结……这些

都是您参与高虹镇的平安建设行动。”

23 日，高虹镇联合派出所、综合信息

指挥中心、司法所、消防、卫计、人

口普查等驻镇部门和科室在高虹大街

上设摊，开展“平安建设” 宣传活

动。

为了让全镇每一位群众和“新高

虹人”都知道“平安建设”工作，高

虹镇多角度、全方位开展平安宣传活

动。在人员较为集中地段悬挂宣传横

幅，利用集镇上公共和商家电子屏进

行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华数广播每天

早、中、晚三个黄金时间段采用高音

喇叭进行宣传；电视在每天晚上的黄

金时间用文字滚动的方法宣传。学校、

幼儿园采用“小手拉大手”的方式，

由学生向家长进行宣传。各村网格员

上门入户进行口头宣传或发放宣传资

料。企业采用黑板报、发放宣传资料

和午餐时间进行宣传。23 日，又联合

相关驻镇部门和机关相关科室到高虹

大街上设摊宣传，向行人讲解什么是

平安三率，哪些是平安工作，怎样参

与平安建设等，并发放宣传资料。半

天时间，共发放各类资料 2000 余份。

高虹镇通过开展各种方式的宣传

活动，使平安建设家喻户晓，人人皆

知，同时，也促使全镇广大群众和新

“高虹人”积极参与到平安建设工作当

中。

高虹镇积极开展平安建设宣传

记者 楼宇 通讯员 孙文霞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农资经

营行为，日前，区农业农村局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队在天目山镇、於潜镇及

潜川镇开展了“绿剑”秋季执法检查

行动，并重点查处违规销售禁用、限

用农药行为。

检查行动中，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队队员深入三镇各农资经营门市部

及农资仓库进行仔细摸排，基本摸

清当地农资经营户的进货渠道、经

营品类及经营规模等相关情况，并

掌握到部分农资经营户违法违规经

营的线索。

据了解，本次执法行动共发现涉

嫌在未取得限制使用农药经营许可

证的情况下违规经营限用农药的农

资经营户 3 家，涉嫌经营假农药的

农资经营户 1 家，针对上述店铺，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已依法查封

（扣押） 了涉案农药，并立案深入调

查。同时还发现 3 家农资经营户农

药物品摆放杂乱，2 家农资经营户已

停止经营农药，针对这些问题，执

法队队员要求农资经营户负责人限

期整改。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长效监管农资经营行为，接下来

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还将不定期

开展突击检查，继续保持打击违规

违法的农资经营行为的高压态势。

绿剑出击！区农业农村局开展禁限用农药专项整治行动

记者 方远明

本报讯 近日，经地方推荐和层层筛选，太湖源镇金岫

村村民汪红玉获得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称号，天

目山镇九里村养老服务中心获得全国“敬老文明号”称号。

汪红玉和九里村养老服务中心先后于 2018 年和 2019

年获得市级荣誉称号。据了解，汪红玉从安徽嫁进临安，凭

一己之力改变了夫家因残障导致贫穷的困境。她不仅解决

了家庭贫困问题，更因孝敬公婆获得了乡亲们的交口称赞。

九里村养老服务中心则因制度健全、功能完善、康养医养相

结合的“九里模式”，解决了村里 40多位老年人的养老问

题，提升了老人的晚年生活品质。

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老

龄工作，通过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积极营造敬老孝老爱老

助老社会风气，随着敬老孝老爱老助老之风的盛行，涌现了

一批先进人物及先进团体。

两项敬老爱老全国荣誉花落我区

记者 吴忠民

本报讯 时值重阳节之际，长寿家园养老院为老人们献

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活动结束后，老人们纷纷表

示此次的演出很精彩，让他们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头一次在养老院里过重阳节，虽然孩子们不在身边，

但是今年的重阳节过得特别有意义，真的很高兴。”张奶奶

笑着说。

据了解，近日我区多家养老机构相继开展了欢度重阳

的活动。天目山镇易万家颐养院组织包水饺、粽子活动，老

人们自己动手乐在其中；玲珑元墅颐养院贴心地准备了重

阳礼包，让老人们倍感温暖；还有许多社会爱心人士来到养

老机构，为老人们送去礼品和祝福。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继续提升全区养老

机构的管理服务水平，不断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让他们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我区养老机构开展重阳节敬老活动

23日上午，岛石镇中心幼儿园大班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岛石镇岛石村，带着满满的爱意，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表
达对爷爷奶奶的关心和爱护。孩子们用稚嫩的小手制做了一盘

盘“长寿桃”送给老人。

记者 郑丽飞 通讯员 帅宝芳 摄

日前，玲珑街道九洲街片区成功申报 2020 年度“无违建”

示范工业集聚区，创建工作涉及企业 13家，截至目前拆除面

积6706 平方。图为在南洋木工拆除违建，该处面积达 1900

平方米。记者 孙梦蕾 摄

近日，锦北街道扎实推进平山社区“无违建”社区创建工

作，截至10月 23日，已完成拆违27处。通讯员 朱向齐 摄

环卫工人“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