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胡超

本报讯 为积极推进我区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完善预算绩效管理链条，日前，区财

政局组织召开 2021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审培训会。会

议邀请杭州绩效评审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和现场指导，涉及

到此次预算项目重点绩效评审的 10家部门 30余人参加。

会议就如何做好本次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评审工

作作了详细部署，并对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评审环节的关键

节点进行了重点提醒。

2017 年以来，区财政局积极开展重点绩效评审，取得

积极成效。2020 年，预算项目绩效评审涵盖 12个重点评审

项目，共涉及资金 2.03 亿元，区财政局做深做实重点绩效

评审工作，为更好“管好钱袋子，用好每笔钱”提供重要保

障。

区财政局组织2021 年
预算项目绩效评审培训会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眼下正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由于气温

骤降，早晚温差大，近期我区各大医院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陡然增多。

一早，记者在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门诊处看到，已

经有不少患者正在排队等待就医。而在医院住院部的呼吸

内科病区，病床也已接近饱和，医院在走廊上准备了临时床

位。据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童雨青介绍，近段

时间以来我区雨雪天气较少，气温急剧下降，这样的条件极

易引发呼吸系统感染，尤其是老慢支、哮喘等疾病患者，一

不注意就会引起旧病复发。

“有些年纪大患者入院的时候就是气急非常明显，咳嗽

比较厉害，入院之后会对他们进行抗感染治疗，同时做雾

化，稳定 3到 4天左右，估计可以考虑出院。”童雨青告诉记

者，针对目前患者剧增的情况，医院已做好两方面应对措

施。一是增加门诊力量，确保门诊不断人，保证每天挂号的

病人都能看上病。二是启用床位预约制度，根据门诊医生诊

断评估结果进行床位预约，首先保证病情较重的患者能够

及时入院治疗，同时也通过增加临时床位和向其它病区分

流病人的办法，尽量提高医院的收治能力。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近段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尽量避免疾病发生。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以下几点防治呼吸

道疾病：一，保持居住场所、工作场所的空气流通，保持良好

的通风可以减低室内细菌及病毒的密度，减少呼吸道疾病

的感染；二、适当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三、适当体育锻

炼，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提高个人体质，增强免疫

力。四、合理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保证

充足的营养、多喝水；五、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场所，注意

个人防护，带口罩，勤洗手；六、老年人、儿童及抵抗力低下

的患者可以注射相关疫苗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气温骤降
警惕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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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12月 1日 08:30-9:50 停化工 V109线十亩畈支线 2#杆十亩畈公变令克 十亩畈公变

十亩畈公变

无

停化工 V109线十亩畈支线 2#杆十亩畈公变令克

1、停联青 V790 线星阳站 G4 备用间隔开关；2、停联科

V811 线塘腾站 G2备用间隔开关

14:30-15:40

8:30—16:00

12 月 1日

12月 1日

亭子村[2]低压 A 线,亭子村

低压沙场 B线

(1)停如龙 V556 线亭子 2#变低压 A线漏保以后。 (2)停

如龙 V556线亭子村公变低压沙场 B 线漏保以后
17:00—17:5012 月 4日

临安市万基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亭子村[2]低压 B 线,亭

子村低压 A线,杭州临安板桥

灵溪砂石有限公司

1、井里 V546 线改线路检修；2、停井里 V546 线 46# 杆

开关；3、停如龙 V556 线福高 2262 线 [高湾站]5563 开

关；4、停如龙 V556 线 40# 杆开关；5、板亭 V677 线改

线路检修；6、停板亭 V677线 37#杆开关

8:00—17:0012 月 4日

亭子村[2]低压 A 线、亭子村

低压沙场 B 线

(1)停如龙 V556 线亭子 2#变低压 A线漏保以后。 (2)停

如龙 V556线亭子村公变低压沙场 B 线漏保以后
7:10—8:0012 月 4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0年 11 月 30日

杭州临安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因实施城市规划，现拟依法收回你公司 5077.64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

街道城中街 220 号（中医院南侧），土地证书号：临国用

（2013）第 02215 号，现将听证权利等事宜告知如下：

根据《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五十三条和《国土

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你单位

对拟收回土地事宜享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

位要求听证，请你单位在本告知书登报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向本局立即提出书面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放弃听证。本局联系人：王女士，联系电话 63922831，

联系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临安区

锦北街道科技大道 4398 号市民中心 3号楼 813）。

特此告知。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听证告知书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0〕183 号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20年 11月 28日

受委托，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12 月

9日上午 10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

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尧标的简介院
1、浙 A0E700 等小型汽车、特种车共 10 辆，具体车

辆及起拍价详见拍卖明细表，参拍保证金每辆 5000元。

2、变压器一套，起拍价 10300 元，参拍保证金 5000

元。

二尧本次拍卖采用增价拍卖方式遥 自公告之日起接受

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拍卖标的以现场实际展

示为准。

三尧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及企业法人遥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 年 12 月 8日下午 16

时前向指定账户 (账户名称: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86918100012646，开户行:杭州银行临安支行)缴纳参

拍保证金，携带有效证件（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公章；代理人须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自然人

提供身份证）及保证金交款凭证办理竞买手续。

四尧咨询尧报名地点：临安区钱王街 478 号满江红楼

三楼。

联系电话：63715098 63920808

联 系 人：陈先生

拍

卖

公

告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11月 27日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快快快，把那个灯递给

我，我给它挂上去。”在清凉峰镇杨溪

村一个由几幢老房子围成的院子里，

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收尾工作。

过不了几天，这几幢徽派老屋将华丽

转身成为高端民宿，迎接八方来客。

附近村民告诉我们，5 年前，这

几幢老房子还是一副破败不堪摇摇欲

坠的模样。从破旧的老房子到高端的

新民宿，这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2015 年杭州市历史文化古村落

保护项目中我们争取到资金，对这些

老房子进行了抢救性修复。”杨溪村党

总支书记陈建政说，尽管当时筹得了

资金救下了这些老房子，但他们一直

没有很好的办法真正将它们的价值挖

掘出来。

随后几年，我区旅游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杨溪村也依托孝子祠和韩世

忠墓两大文物资源，成功打造了中国

“忠孝”文化第一村。但杨溪村旅游配

套设施薄弱，不少游客往往只是顺路

过来游玩一番便离开，并没有给全村

旅游产业收入带来根本性的提高。如

何把游客留住成为摆在村两委面前的

一道难题。

“我们也要建民宿，让游客留下

来，让旅游产业惠及每一个村民。”陈

建政说，经多方考察后，决定在村里

发展民宿产业。2018 年正值土地流转

的东风，杨溪村抓住机遇，将七幢清

末徽派风格的老房子流转到村集体名

下，由村集体出面招引外来投资客。

2019 年，杨溪村凭借着优质的旅游资

源和充满诚意的政策终于引来了“金

凤凰”。

“我们和民宿经营方签订了 20 年

的租赁合同，现在我们村每年光是租

金收入就达 30 万元。预计随着游客的

逐渐入住，村里的旅游产业收入还会

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带动村民就业与

增收。”陈建政说，如今村里已经对民

宿开放全部旅游配套设施，准备全力

接待好民宿里的每一个客人，希望通

过他们真正将杨溪村的名声传得更远，

吸引更多的人来杨溪村。

杨溪村老房子的“新故事”

记者 朱艳

本报讯 日前，“戏曲芬芳，非遗传

承”2020 年杭州市民间戏曲大赛落幕，

由区文化馆（非遗中心）选送，区总工会

文工团表演的独幕越剧《钱王背娘》从

22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

在临安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间

俚语：“侬要孝敬爹娘，学学钱王背娘”。

《钱王背娘》讲的是钱武肃王钱镠“福贵

不忘家乡，称王更孝母亲”的故事。钱镠

做了吴越国王后，便把母亲水邱氏从临

安钱坞垄接到杭州，安顿在深宫宁清

楼，让她安享晚年。因水邱氏在乡下晒

惯了太阳，为了使母亲能晒到太阳，钱

王就天天到宁清楼来将母亲背上背下，

从不间断，以尽孝道。起初，钱王背娘时

因身穿龙袍，脚着云头靴，很不方便。后

来，他索性卷起龙袍，脱掉靴子，赤着一

双脚背娘。

我区戏曲届老前辈胡月耕老师根

据唐末五代吴越国有关历史记载和临

安地方传说，将这一故事编排成了一部

独幕越剧《钱王背娘》。将钱武肃王搬上

舞台，是临安的首次尝试。通过演员们

精彩的演绎，将钱武肃王爱民孝母的高

贵品质展现得淋漓尽致，作品既传承了

钱王文化，也弘扬了优秀的人文传统与

孝道文化。

《钱王背娘》获2020年杭州市民间戏曲大赛金奖

日前，区乡村医生协会联合临安赛康医院组织医疗团队，

为长寿家园养老院的老人们开展义诊活动。现场，医生们耐心

地为老人测血糖、量血压，解答他们的疑问。对于行动不便的老

人，医生还带着诊疗器械逐个走进房间，为他们提供检查服务。

最后，还为养老院赠送药品、毛巾、香皂等物资。据区乡村医生
协会会长赵维明介绍，接下来，将继续以“颐康计划”敬老院老

年人关爱项目为契机，走进养老院、社区，为更多老年人提供免

费医疗服务。 记者 朱艳 摄

爱心义诊走进养老院

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刘伯梁

本报讯 “我的纠纷几个月没有协

商好，没有想到这次这么顺利，你们

几个部门一起办公真是方便了群众！”

来自贵州的王师傅激动地说。

王师傅在临安一家私人企业从事

机械操作工作，几个月前因工受伤，

而工伤待遇问题迟迟没能解决。他决

定到矛盾调解中心寻求帮助。现场仲

裁院工作人员对其情况进行耐心解答，

并建议由法律援助窗口为其提供帮助。

让王师傅想不到的是，通过调解专家

的诉前调解，顺利拿到了企业主支付

的相关费用。

自区仲裁院整体入驻矛盾调解中

心后，联合司法、劳动监察、公安、

法院、法律援助等部门，实现从“一

窗受理”到“综合受理”的转变，大

大缩短了案件处置时间，提高了处置

效率。同时，区仲裁院继续秉承“将

矛盾化解在基层”理念，并积极发挥

企业、属地、庭前、科技“四网效

应”，全力筑牢和谐劳动关系“最后一

公里”。

常抓企业自身“防护网”，强化

企业主体责任意识，主张矛盾“谁产

生、谁认领、谁解决”，加强对企业

宣传、考核、监督，提升员工维权意

识，利用“模范工会”开展“员工自

治”机制，实现矛盾“内部流传、内

部消化”。巩固多元平台“基础网”，

构建乡镇 1+X 多元调解平台，夯实

基层调解网，发挥因地制宜、就近调

解、上门服务优势，以“三张清单”

对发现的问题归类、整理、分析，做

到“纠纷不出厂、矛盾不上交”，打

造“区域无纠纷”亮点。协同人民调

解“温情网”，利用政府购买人民调

解服务，让“政府出钱、聘员出力、

群众受惠”的全新模式成为构建社会

治理新格局的新动力，让调解员成为

群众信得过的“老娘舅”，积极做好

案前调解，为仲裁庭有效缓解压力。

完善网络庭审“科技网”，持续健全

网络平台，积极探索“网络申请、网

络调解、网络结案”闭环管理机制，

开展“线上、线下”双班模式，将

“仲裁员、书记员”转为“服务员、

指导员”，主动靠前服务，不断践行

“最多跑一次”改革。

区仲裁院：入驻矛调中心 发挥“四网效应”

见习记者 胡建强 摄

记者 金凯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