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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尤旭东

本报讯 印染纺织是天目山镇工业传

统行业，今年春节后，很多企业复工复

产形势比往年要好。天目山镇在开展

“新春有约”双线“三服务”活动中，帮

助协调处理了行业普通存在的提前供气

问题，为企业正常开工提供了良好条件。

三石科技是天目山镇一家生产涂层

材料的企业，从去年下半年起，由于国

外订单上升很快，企业实现了逆势回升。

新春过后，企业负责人钟胤

最着急的就是公司下游企业

催着要货，企业也具备了开

工条件，但是园区供气企业还没开工，

一时无法供气。“这几天我最头大的就

是供气问题，因为我们涂层烘干需要热

量，热量是由蒸汽提供的，如果没法供

气，我们即使开工了，也没法生产。我

们下游客户最早的初二就开工生产，订

货电话是每天好几个，但是我们却开不

了工。”钟胤着急之情溢于言表。

而另一边，为天目山镇 16 家印染

纺织企业提供集中供热供气的龙正节能

环保公司负责人莫轩也很无奈。因为龙

正环保公司和用气企业年前有个协议，

要到正月后期才正式开工。如果龙正环

保公司提前开工供气，用气企业数量不

足，成本压力会全部压在自己身上。莫

轩说：“一般用气企业，要有 70%到

80%的负荷用气量，我们再生产，如果

用气企业不多，负荷太小的话，我们成

本会增加很多。基本上烧一天，如果点

一次火用气量不够的话，每天需要一两

万元的成本。”

新春伊始，天目山镇在开展双线

“三服务”走访企业中了解到这一行业共

性问题，主动介入，当了一回企业间沟

通的“老娘舅”。

天目山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陶利平说：

“我们在跑企业的过程当中，也很多企业

向我们反馈，今年复工条件比较好，但

是遇到了用气问题。镇里对这项工作也

提前介入了，一个就是通知供气单位，

提前到岗到位，再一个是主要对用气量

比较大的企业，也是跟他们提前作了沟

通，让用气企业抓紧复工复产。”

眼下，龙正环保已经在日前点火供

气，下游的用气企业绝大部分已经复工。

我们同时从天目山镇了解到，镇里的很

多企业对今年的发展信心十足，工业经济

有望比去年再上一个台阶。

当好企业“老娘舅”解决行业发展共性问题

通讯员 李灵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对全区公共娱

乐场所火灾隐患的整治力度，确保春节

后场所消防安全，近日，区公安分局、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消防救援

大队联合对辖区公共娱乐场所开展专项

整治行动。

本次联合检查组检查的重点内容有

七方面：一是各场所的证照是否齐全；

二是内部消防设施设置是否符合国家有

关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规定；三是是否安

全使用电热器具，电气线路是否老化、

敷设是否规范，是否存在虚接、私拉乱

接和负荷过载现象；四是是否违规存放

易燃可燃物品，是否采取防火安全措施

使用明火；五是消防通道、安全出口、

疏散通道是否畅通，防火间距是否被占

用；六是营业期间是否进行设备检修、

电气电焊、油漆粉刷等施工、维修作业；

七是否按规范设置消防设施、设备或损

坏停用消防设施等问题进行排查。

检查组通过检查发现，仍有部分场

所存在消防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疏散

通道堆放杂物等现象。针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执法人员对能够当场整改的要

求其立即当场整改，对不能当场整改的

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整改完毕。若在规定时间内未能整

改完毕的将对其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

予以关停。

下一步，各职能部门将落实联合执

法长效机制，紧盯不落实、难落实的单

位，对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面对面落

实整改进度和整改措施，确保隐患整改

工作扎实有效进行。

我区多部门联合整治公共娱乐场所

连日来，在锦城街道横街村的某农资店，

远近的村民前来采购种子、化肥等农资。眼下
正值春耕备播时节，各地农户纷纷走出家门，

挑选合适的农资，为春耕生产做准备。

记者 金凯华 摄

购农资 备春耕

党史教育旅行路线：
1.嘉兴南湖、乌镇互联网党史教育路线：
入党誓词———嘉兴南湖———红船———世界互

联网永久会址

2.温州洞头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先锋女子民兵连纪念馆———海霞广场———胜

利岙纪念碑（D1）

洞头区红色印迹馆（D2）

3.温州永嘉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红十三军纪念碑———红十三军纪念馆、旧

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馆———东宗事件旧

址———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故居（D1）

屿北古村（D2）

4.松阳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安岱后教育基地———松阳四都乡陈家铺村

(D1)

松阳兴村———樟村———蔡宅村———山头村（D2）

5.丽水三日党史教育路线：
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纪念馆报告厅

浙西南革命历史“红色课堂”（D1）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D2）

遂昌大柘镇———大柘万亩茶园———茶园内品

茶（D3）

6.南京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雨花台（D1）

中山陵———南京博物院（D2）

7.沙家浜、蒋巷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沙家浜（D1）

蒋巷村（D2）

8.余姚四明山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D1）

红色梁弄古镇———浙东地区委员会旧址、新四

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旧址———浙东行政公署旧

址———王阳明故居纪念馆（D2）

9.长兴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新四军革命旧址群———太湖渔人码头

10.金华浦江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廉政教育———江南第一家（D1）

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嵩溪村（D2）

11.安徽泾县皖南事变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王稼祥故居（D1）

新四军军部旧址———云岭———皖南事变烈士

陵园（D2）

12.绍兴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鲁迅故居———周恩来祖居（D1）

秋瑾故居（D2）

13.安吉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孝丰革命烈士陵园———吴昌硕纪念馆（D1）

生态博物馆（D2）

14.台州大陈岛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大陈岛———垦荒纪念碑———青少年宫———浪

通门———甲午岩（D1）

海上日出———椒江———临安（D2）

15.衢州开化两日党史教育路线：
廿八都古镇———清漾毛氏文化村（D1）

孔氏南宗家庙———根宫佛国（D2）

服务热线：400-015-0689
许可证号：LZJ-00496———杭州市平安示范旅行社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停电通知 2021 年 3 月 2 日

检修日期 时间 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3月 8日 8:30—14:00
停和协V421线益相 4216线 6#杆浙江开盛电

汽有限公司分线令克
浙江开盛电汽有限公司

3月 9日

3月 9日

3月 11 日

8:30—14:00

8:00-16:00

7:40—8:30

停塘楼 V621 线环美站环球物流公司分线开

关

停杨桥村[杨桥]公变低压总刀闸以后

1、停九通 V623 线龙头分线 2#杆雅观龙头变

低压总闸刀；2、停九通 V623 线雅观安置小区

分线 1#杆雅观安置小区低压总闸刀

浙江临安环球交通物流有限公司 5#,

浙江临安环球交通物流有限公司 3#,

浙江临安环球交通物流有限公司,所用

变,雅观龙头变

杨桥村[杨桥]公变

雅观龙头变,雅观安置小区

3月 11 日

3月 11 日

3月 11 日

8:30—14:30

14:30—15:20

8:30—16:00

1、意向 V617线改线路检修；2、停意向 V617

线 17#杆 6172 开关 3、九通 V623线改线路

检修；4、停九通 V623线 17# 杆 6232 开关

1、停九通 V623 线龙头分线 2#杆雅观龙头变

低压总闸刀；2、停九通 V623 线雅观安置小

区分线 1#杆雅观安置小区低压总闸刀

停石门 V353线 8#杆水涛庄 2#公变台区低

压水涛庄 1000 线漏保以后

无

雅观龙头变,雅观安置小区

水涛庄 2#公变 1000线

1.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生截止 3

月 20日）

高起专：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电子商务 工商管

理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 旅游管理 数控

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计算机信息管理 学前教育

药学；

专升本：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工商管理。

学制 2.5 年。

2.临安区退役士兵高等学历教育

退役一年之内的城镇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和农村

退役士兵，报读国家开放（中央电大）大学，所有学杂费

由政府全额负担，专业层次同上。

3.大连理工大学（招生截止 3月 14 日）

专升本：土本工程 土木工程（道桥方向） 水利水

电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

物流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起重机械方向）工商

管理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工程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学制 2.5 年。

4.福建师范大学（招生截止 3月 26日）

专升本：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思想与政治教育

体育教育 法学 汉语言文学 数学与应用数学 美

术学 经济学 金融学 化学 心理学 电子信息工

程 工商管理 旅游管理 财物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视觉传达设计

学制 2.5 年。

招生截止时间：（所有高校招生受政策限制人满即

止）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相应高校的毕业证书，教育部

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达到授予学位标准的可获得

学士学位证书。简章备索。

咨询电话：电大招生办 63715520 63710080

13750883177 （葛主任） 13868017373 （黄老师）

13067836669（张老师）

招生咨询监督电话：0571-88060314（国家开放大

学浙江分部）

报名学习地址：锦北街道临天路 2201 号（临天桥头

老临中）

网址：www.latvu.net

2021 年春季临安电大招生信息
受政策控制：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吴迪青遗失临安市锦南街道横岭村

3 组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编码：

330185005206000060J，声明作废。

遗失
公告

（上接第 2 版）

因此，于世宇在提案中建议，加强地摊夜市规范

化管理，并且形成一套长期合理有效的规章制度，建

立“准入制”和“退出机制”。“建议成立行业协会，让

经营者互相监督，同时搭建学习交流、提升综合素质

的平台。”于世宇表示，在此基础上，划定一个范围，

科学规划区域范围和时段，供地摊经营者使用。

夜间经济发展要坚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雅俗共赏的发展理念，既要接地气也要有品位。

民进界别的委员黄灵华在《关于发展“夜经济”

激活城市活力的建议》中提到，要开拓“夜空间”、打

造“夜文化”，形成自己的“夜经济”品牌。他建议以青

山湖科技城为龙头，围绕青山湖周边打造环湖“慢生

活”特色区，发展“环湖夜经济”；平山街区依托周边

宝龙综合体及诸多高校资源，侧重引导书吧、音乐酒

吧、沙龙论坛等文化性、休闲性精神层面消费的文化

消费；塔山路吴越文化街可依托吴越国王陵遗址公

园、临安图书馆、临安博物馆及周边餐饮点，串点成

线，打造艺术类体验新业态为主的文创品牌。

记者 朱艳 蒋玉红

（上接第 2 版）

企业发展的要素制约中，土地是一大瓶颈。叶燕

华代表领衔提出，要加强临安区成长型中小企业土

地要素保障。2020 年以来，全区上下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强势推进“双招双引”，经济逐季回

升、稳中向好，功劳首推大企业，然而中小企业也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叶燕华调查走访时发现，青山湖科技城目前有

年销售收入在 2000 万到 5000 万的中小工业企业

100 余家，它们是地方经济发展指标提升的重要力

量，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在科技城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中也起到了有效的配套保障作用。然而，近几年

一些发展势头良好的成长型企业受土地要素制约，

纷纷外迁。“这些本土企业舍不得离开家乡，希望政

府深入调研，统筹安排，增加实体经济就地造血的信

心。”叶燕华说。

方旭华代表则提出，要尽快启动龙岗工业园区

规划，实现两昌地区工业集聚，启动带领两昌地区转

型升级的新引擎。

记者 高红波 宣晓云

科学规范管理 点亮夜间经济

协同发展 孵好实体经济“大母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