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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阿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张姐你家小孩如果从中风险地区

回来，要居家隔离 7 天再观察 7

天，记得要来社区报备啊！”年关将

近，区十六届人大代表、锦城街道苕

溪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詹静

又开始挨家挨户进行走访。每到一

户，她都会关心地问问家庭近况，并

叮嘱他们遵守好疫情防控相关措

施。

“走访社区居民是我最基本的

工作之一，只有多走多聊，才能知

道居民心里在想些什么。”詹静告

诉记者，整个苕溪社区共有居民

2910 户，约 7000 余人，并且多

为无物业的老小区和农居房，管理

起来难度很大。每隔一段时间，她

都要走访一遍社区，了解掌握居民

的近况。

2019 年，她在走访临安电子设

备厂宿舍时，居民邵有宝向她反映，

该小区内缺少停车位，居民停车困

难，但是小区内部却还有杂草丛生

的闲置空地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希

望社区能帮助解决。詹静多次跑到

现场踏看情况，并汇集资料上报到

了街道。经过她的多方努力，该小区

成功对该闲置空地进行改造，居民

的难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对此，小区

居民充满了感激之情，但詹静却说：

“我是社区书记，更是人大代表，老

百姓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他们遇

上难题，我肯定要想尽办法帮助解

决的，这是我的职责。”

在詹静的办公桌边上，记者还

看到了一张行军床，上面已铺好了

被子。原来自疫情开始，当来不及

回家时，就直接在这张床上将就一

宿。由于社区

情况复杂，在

去年疫情爆发

初期，整整 2个多月时间，她都睡

在这张行军床上，累了就躺下歇

会，醒来就接着工作。不少居民都

说，詹书记就像一个大家长，她让

我们很安心。

“马上我们这里就要进行老旧

小区改造了，接下来又有的忙了。”

随着苕溪社区即将启动老旧小区改

造工作，詹静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

相关意见收集工作中去了。她说，

作为人大代表和社区书记，百姓的

心思我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所以我

要帮助他们发出最真实的声音。履

职尽责的路上，詹静一直在努力前

行。

记者 楼宇 朱林

读懂百姓心思履职尽责
———记区十六届人大代表詹静

“红姐，你又

来看我啦！”朱哲

平是锦城街道一

名个体工商户，她口中的红姐就是

我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长、政协

委员江红。每隔一段时间，江红都会

到她店里来与她拉拉家常。朱哲平

说：“红姐就是我的娘家人。”

江红觉得“娘家人”这个称呼，

是最好的褒奖。2016 年，江红被推

选为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会长，次

年 1月成为了政协委员。有了这双

重身份，江红立志要为广大个体劳

动者发声，做他们的娘家人，为他们

和政府之间架起连心桥。

“我忘不了当初红姐为帮我渡

难关，到处奔走的场景。”个体户张

玉凤记着江红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的

帮助。2013 年，张玉凤的加工厂因

转型升级需要投资扩大经营，但因

种种原因导致资金断裂濒临倒闭。

时任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的江

红了解到她的困境后，发动协会

力量，帮助其对接银行解决资金

问题，积极联系相关部门加快各

项手续办理。在江红和协会的努

力下，加工厂起死回生。渡过难

关后的张玉凤也成为了协会的一

员，经常捐款捐物反哺协会。正

是通过长年累月地帮扶个体劳动

者，江红积攒了大量经验，并在

后来的政协会议中，提出 《关于

扶持推动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建

议》，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提出

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了关心协会会员，江红也常

常为身边百姓发声。2018 年，她在

与协会会员沟通中偶然了解到，锦

北街道碧桂苑小区因建造年代较早

等原因，存在种种问题。她多次前往

小区调研，与住户沟通交流，提出了

关于碧桂苑小区区域综合整治改造

的相关建议。在她和其他代表委员

的努力推动下，在区委、区政府的高

度重视下，碧桂苑小区实施了老旧

小区改造。碧桂苑居民梁女士说：

“我们老百姓就需要这样的委员，能

为我们老百姓多发声。”

新年伊始，江红的案头又多了

几份材料。其中有个体劳动者协会

换届选举的方案，也有碧桂苑小区

开办老年食堂的调研报告等等。江

红说：“一定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多

走多看多问，倾听大家的呼声，为广

大个体劳动者和普通百姓发出最接

地气的声音。”

记者 楼宇

当好“娘家人”架起“连心桥”
———记九届区政协委员江红

近日，杭徽高速杭州方向迎来了返程高峰。杭徽高速科学预判主线流量情况，提前合理安排巡查组日常驻点、临时差异化驻点，增加错时巡查频次、施救动态巡

查补位等方式，缓解主线拥堵情况发生，为司乘提供优质文明的“智在行”服务。 记者 金凯华 摄

杭徽高速迎返程高峰

记者 尤旭东

本报讯 “今年春节是我在外打工

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但是和 150 多名

工友在公司一起过年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公司生产任务很重，加上政府也号

召我们留厂过年，我们春节期间天天加

班，还是很充实的。”来自中民筑友公司

生产一线的叉车司机代势超这样告诉

记者。

代势超所在的中民筑友是一家位

于於潜镇逸逸工业平台的生产地铁配

套用管片的企业。今年春节期间，为杭

州地铁建设需要，公司两条管片的生产

线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150 多名外来

务工人员全部放弃休息加班生产。

“留在公司过年加班加点，福利待

遇还是很好的，除夕那天，公司为我们

准备了年夜饭，还每人发了 4000 元的

红包，春节期间加班是三倍工资，公司

还免费提供食宿。”说起这些，代势超是

幸福满满。

走进在中民筑友的管片生产车间，

看到的是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钢筋焊

接作业区火花四射，在管片浇捣作业

区，工人们正在对管片背弧面进行最后

一道抹面。

中民筑友公司负责人龙伟义告诉

我们，中民筑友主要生产地铁配套用管

片，目前杭州地铁建设所需一半以上的

管片都在中民筑友生产。由于多条地铁

要在亚运之前建成，所以公司这段时间

生产任务很重。为服务杭州地铁建设，

公司两条管片生产线春节全部开足马

力，150 多名外地员工全部奋战在生产

一线，春节七天假期，企业共生产了

1000 多环超过 5000 片地铁管片。

据了解，今年中民筑友订单充足，

产值在去年 3 个亿的基础，预计可以达

到 4.5 亿元。“目前企业订单应该是非

常充沛，任务非常紧，在后续一年多时

间内，我们订单的承接量超过 7 个

亿。”对未来的发展，龙伟义是信心满

满。

中民筑友 100多名员工春节假期加班生产服务杭州地铁建设

通讯员 陈惠汾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科学保护、精准保护，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今年开年上

班第一天，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

就组织执法人员对全区饮用水源保护

区、交接断面的等河道水体开展专项行

动，做到排查全覆盖、问题全整改、水质

全达标。由此，全年执法监管工作拉开

序幕。

此次排查，已出动执法人员 85 人

次，排查面积 92.5664/k㎡，检查点位

11 处，发现问题 5 个，目前已落实相关

单位和镇街正在全力整改中。对部分违

法行为或者性质恶劣行为，按照相关规

定严查严处。

就在 2021 年 2 月 18日，杭州市生

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向位于於潜镇横山

工业园区的杭州临安某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下达了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

金额高达 45 万元，这也是我区近年来

单笔罚款最高的案例。而早在 1 月 27

日，临安分局对该企业相关设施进行了

查封扣押，2 月 1 日，将该案件移送公

安机关，对企业当事人实施行政拘留

10天。如此严厉的处罚，是因为该企业

向河道偷排废水的行为。

2021 年 1 月，临安分局的环境监

察人员在对天目溪流域进行排查中发

现，河道一断面水质异常。经多次排查

发现，位于於潜镇的杭州临安某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多次在夜间直接利用水泵

将未完成处理的废水抽至厂区周边雨

水管，废水最终流至天目溪，污染了断

面水质。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被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重罚。

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至关重要，是

保障人民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的第

一道关卡。下一步，临安分局将持续加

强水源地保护工作，提升水源地规范化

建设水平，切实做到守水源有责、守水

源尽责。

生态环境局临安分局开展饮用水源保护专项行动
一企业向河道偷排废水 企业当事人被行政拘留 10天 企业被罚 45万元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生，维护林区社会和谐

稳定，确保当前和清明期间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森林防火条

例》和《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等规定，特发布禁火令：

一、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为全区禁

火期，禁火区域为全区区域范围。

二、在全区林区野外，禁止上坟烧纸、焚香点烛、燃放烟

花爆竹和炼山、烧炭、烧灰积肥、烧地坎草、焚烧垃圾、吸烟、

烧烤、点火取暖等一切野外用火。

三、森林、林地的经营（管护）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管

护）范围内负有防火责任。各镇（街道）、部门和新闻单位要

加强对禁火工作的宣传和引导，落实对儿童、智障人员等特

殊人群的教育和监护管理。

四、禁火期间，各镇（街道）、部门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强化野外火源管理和查处，尤其是对

重点区域、重点地段、重点路口要派员设卡严加防守。要做

好充分的应急准备，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迅速组织扑救力

量，采取果断措施及时扑救，坚决防止各类人员伤亡事故发

生。

五、对违反本禁火令的各类违法用火行为，将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尤其党员领导干部

违反本禁火令的，依法依纪追究行政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野外用火或森林火情，应立即向

当地人民政府或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报告，区森林火警报警

电话：63813399、12119。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
2021 年 2月 21 日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发布森林禁火令的通告

临政告〔2021〕3 号

受杭州市临安区新锦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本公

司定于 2021 年 3月 4日 15：00分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临安分中心 1号开标室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临安区玉龙街项目一期（钱王街 - 钱锦大道段）开挖资源

37096.90 立方米，其中：强风化泥岩 18402.00 立方米，评估单

价为 13.05 元 / 立方米；中风化泥岩 18694.90 立方米，评估单

价为 41.10 元 / 立方米；平均评估单价为 27.18 元 / 立方米（设

有保留价，不达保留价不成交），评估总价值为 1008460 元。拍

卖保证金人民币 10 万元。

上述标的建筑石料的数量数据为理论测算数据，具有数

量、质量的不确定性及完工时间上有具体要求。本标的物的数

量为第三方实际测量的自然方量，在拍卖前竞买人须认真仔细

了解标的物的实际情况，清楚可能存在的实际砂石数量、质量

和含泥量的各项风险。买受人在竞得后，必须按时完成标的物

的外运工作（砂石、泥土、废料等）。砂石的运输加工处置须

符合临安区砂石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要求执行。拍卖参考价为

标的物评估单价；开挖、装车由业主承担；运输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开挖过程要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及相关行业规

定施工作业，不得超出设计方案开挖（以测量报告中的红线图

为准）。装车、运输由买受人承担；项目完成期限：买受人应

于拍卖成交后 120 日内完成该项目的外运工作。

二、拍卖方式：标的采用报名时密封书面报价与拍卖会现

场增价拍卖相结合的有保留价的竞价方式。

三、咨询及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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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竞买人资格及报名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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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3 月

3日 17 时前向指定账户(账户名称: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临

安分公司，账号：19055101040001901，开户行：农行临安

支行营业部)缴纳拍卖保证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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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同时提交密封的书面竞价书，书面报价必须等于或高于

拍卖参考价，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拍卖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

时间前到账。未成交者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拍卖保证

金 （不计息）。 （具体事项详见本公司拍卖资料）

五、报名、咨询地址：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号

六、咨询电话：13175135117,0571-63963605 方先生

临安区玉龙街项目一期
（钱王街-钱锦大道段）开挖资源

拍卖公告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 2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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