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对于许多临安市民来说，玲珑山公园是早晚

锻炼的不二选择。然而随着天气转热，前往玲珑山公园锻

炼的市民开始增多，公园内随意停车的现象日益严重。近

日，区城投集团接到市民反馈称，玲珑山公园因锻炼市民

众多导致公园道路两侧停满车辆，不仅影响公园形象也

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而与此同时，玲珑山脚的收费停

车场却时有空闲，资源浪费严重，希望区城投集团能够统

筹协调该问题。

区城投集团下属众诚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接收到信息

后，第一时间前往玲珑山公园了解实际情况。在确认情况

属实后，会同区城投集团下属玲珑山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商议决定，自 5 月 21 日起，玲珑山公园将关闭原有上山

行车通道，同时由玲珑山停车场在每天早上 5:30 至 8:

00 和傍晚 18:00 至 20:30 两个时段，为市民提供 5 小

时的免费停车时间。

众诚交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通过本次行动，

为市民带来更优的休闲锻炼体验, 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5 月 21日起 5:30 至 8:00 和 18:00 至 20:30

玲珑山停车场
将开放免费停车时段最美临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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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忠民 通讯员 李斐

本报讯“通过人社网签平台签订电

子劳动合同，用时不到 10 分钟，还能随

时查询和打印合同，不用担心合同签收

问题，真是太方便了！”浙江西子电梯科

技有限公司宋经理说，该公司在省外有

项目，过去在外省招录新员工签订劳动

合同时，都要来回邮寄，费时费力。现在

使用网签电子劳动合同，职工可以通过

手机轻松签署电子劳动合同，真正实现

“不见面、零距离、零跑腿”。

根据省市关于数字化改革精神和杭

州市人力社保局有关网签电子劳动合同

工作部署要求，区人力社保局组建工作

专班，建立健全区、镇街、企业三级联动

机制，全面推进网签电子劳动合同工作。

以劳务派遣公司为试点企业先行试用网

签平台，分步骤、分区域开展网签电子劳

动合同推广，并对全区企业开展深入培

训。目前已组织网签电子合同实操培训

25场，网签电子劳动合同微信群 20个。

“企业和劳动者只需登陆杭云签网

站，便能免费签订合法的电子劳动合同，

同时企业还可以快速查阅、调用和管理

人事数据。”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网签电子劳动合同既能助力企业降

本增效，实现数字化转型，也能规范用工

管理，较好地避免劳动纠纷。

截至目前，全区已扫描上传网签电

子劳动合同 41408 份，任务完成量和完

成率在全市排名前列。

网签电子劳动合同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黄亦冰 王欣

本报讯 18 日，杭州医学院春季药

学专场招聘会十分闹猛，包括浙江大学

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在内的 88 家单

位，为该院 2021 届药学专业毕业生提

供了 2350 个岗位。

“这是我们公司连续第 3年，来杭医

招药学人才了。”泰格医药人力资源负责

人毛佳琪表示，他们这次要招 45 名毕

业生，杭医药学专业提供的是应用服务

型人才，非常契合公司需求，每年参加杭

医招聘会，总有收获。

浙江大学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招

聘负责人蒙舒柳也有同感，从 2018 年

开始，该中心每年都在杭医录取到 5 名

毕业生，他们被安排在药物研发辅助岗

位，比如动物操作、报告整理、试验安排

等，工作业绩获得了很高认可。

杭州医学院药学人才受欢迎的背

后，折射的是应用服务型药学人才的稀

缺。杭医药学院（药物研究所）党委副书

记、执行院长施菁介绍，目前我国高校注

重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忽略了

为药物研发提供配套服务的应用服务型

药学人才的培育，而现实中很多研究机

构或企业，都在创新药物方面急需应用

型人才。

因此，杭医通过医（医院临床试验中

心）、药（药品生产企业研发部门）、教（学

校教学实践基地）、研（安评中心）的深度

融合，将药学专业精准定位于培养为药物

研发高层次人才提供服务的应用服务型

药学人才。目前，该院拥有国家级一流金

课《药事管理学》、国家级资源共享课程

《药理学》，和 8 门省一流课程，构建了 2

个国家基地、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0余

家“共建共享”紧密型实践教学基地。杭医

药学专业每年培养输送毕业生约 150

人，去年获得国家一流药学专业建设点。

应用服务型药学人才在校招上很“吃香”

88家单位为杭医 150名药学毕业生带来 2350个岗位

5月 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为了更

好地让小朋友们了解自己身体营养状况，
以便今后能合理安排、均衡饮食，浙江农林

大学附属小学用极具传统趣味的方法为一

年级的同学称体重，量身高，通过标准身高
体重对比（BMI）来告诉孩子们体重是不是

在标准范围之内，便于在今后能够根据标

准体重合理安排各种营养物质的摄入。

记者 金凯华 通讯员 周王平 摄

记者 郭蕾

本报讯 “我们这次过来主要是想

感谢一下你当时替我父亲叫救护车，非

常感谢……”18 号上午，郑金花来到临

安邮政分公司邮件处理综合经营部，向

在这里上班的快递小伙翁奇送上锦旗

表示感谢。

事情是这样的，5 月 12 日下午五点

左右，郑金花的父亲在苕溪南路路边绿

化带休息，起身后却突然直直倒在了路

边。当时，快递小伙翁奇刚送完快递准备

回公司，“看到老人摔倒了，我当时心里

一惊，什么都没想，赶紧打了 120……”

翁奇说道。叫了救护车后，翁奇来到老人

身边询问情况，并照顾老人等待救护车

的到来。此时，在马路对面开店的黄云峰

看到这一幕，他为老人送上了矿泉水，并

拍下了这暖心的瞬间，发布在了他的抖

音账号上。“也是希望把这种好人好事拍

下来，让更多人看见吧。”黄云峰感叹说。

五分钟后，救护车到达现场，翁奇护送老

人上了救护车方才离开。

郑金花告诉记者，老人今年已有 91

岁，本身就患有高血压，当晚她接到警察

的电话后便赶紧前往医院。不幸的是经

过抢救，老人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安顿

好老人的后事后，郑金花在抖音平台看

到了黄云峰的视频，她决定找到当时帮

助父亲的好心人表示感谢，便按视频里

的邮政车信息联系了临安邮政分公司，

找到了翁奇。“虽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小伙子，他是个好人，

也希望社会能多一些这样的正能量。”郑

金花说道。

暖心故事征集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感动人的瞬

间，这样暖人心的人物，这样正能量的故

事......欢迎通过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给

我们提供线索，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

用温暖点亮整座城。

暖心！临安快递小哥扶起倒地老人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这两天降雨量很大，山上

一定有不少枯枝烂叶被冲入猷溪，我们

今天早点去巡河吧。”17 日一大早，高虹

镇“绿管家”志愿者王婷便与大家一起来

到猷溪开展巡河活动。

近年来，高虹镇猷溪流域上时常能

看到一队队身穿绿马甲的护河志愿者身

影。他们沿河而上开展巡河活动，时而

在河道周边捡拾垃圾，保持河道清洁；

时而劝导游客游泳、烧烤、网鱼的行

为，保护河道水质。这支护水队伍便是

高虹镇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

兴战略总要求，整合基层党建资源，成

立的龙门秘境“五彩管家”中的“绿管

家”生态管护队伍。“绿管家”主要是

对高虹镇龙门秘境范围内的环境卫生、

小微水体、污水排放等开展日常巡查。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和“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高虹镇“绿管家”队

伍更是在平时巡河中积极查找问题。猷

溪是高虹镇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属于

国家一级水源地，下游的水涛庄水库又

是饮用水源，由于猷溪地处两山峡谷之

中，每当大雨过后，山上的枯枝烂叶就

会冲入河中，为了保护水源，确保饮用

水的安全，“绿管家”志愿者就会第一

时间来到河边开展巡河，打捞河中漂浮

物。

“绿管家”们以自身行动作表率引领

着广大群众参与爱河护河节水生态防线

中来，形成人人关心河道、珍惜河道、保

护河道、美化河道的强大合力，为“水清，

堤固、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而不懈努

力，让河道呈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

丽景象。

高虹镇：“绿管家”巡河护生态

称一称

记者 孙梦蕾 通讯员 张丹

本报讯“现在是智能手机时代，但我不会用，儿女们

也没时间教我，正好有这个公益课，过来学一学。”15 日

上午，家住越秀星汇小区的李奶奶来到青山湖街道文体

综合站，和其他 60 多位“高龄”学生一起，参加“云享”公

益课堂，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75岁的李奶奶是位“潮人”，跳舞、摄影样样会，但面对

智能手机却束手无策。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难题，是许多老

年人共同面对的问题。“考虑到数字、智能设备的普及，街

道办事处联合文体站、成校，从工青妇志愿者中抽调了一

支师资力量，专门给辖区老年人开设‘云享’课堂，帮他们

补充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青山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来自杭州科技职业学院的教师方一凡是一名 00后，

他作为志愿者为台下的“60”后学生讲解智能手机应用。讲

台下，来自街道各村、社区的老人们，戴着眼镜、竖起耳朵，

不时点击手机，跟着操作，他们中年龄最大的 85岁。

据了解，除了指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设备以外，

“云享”公益课堂还通过手机组群，把网络防诈、疫情防控

等一些重要信息分享给老年人，让他们在第一时间收悉。

自“新春有约”双线“三服务”活动和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街道办事处认真收集基层建议，并通过组团式、个性

化服务，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难事和烦心事。“学党

史、悟思想，最终目的是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接下去‘云享’公益课堂，还要继续组织志

愿者，为更多人群提供更多、更具体的服务。”街道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

60 后跟着 00后学用智能手机

“云享”公益课堂为老年人办实事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日前，潜川镇组织开展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进一步提高了当地干部群众的防汛防台意识，增强救援

队伍的实战能力。

“根据当前汛情，立即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演练

以我区普降大雨，局部暴雨，潜川镇某处山体出现险情为

背景，设置了启动应急响应和人员转移安置两个科目。参

演人员在接到应急响应通知后，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开始

人员、物资的各项准备工作。随着雨势不断加大，防汛应

急响应等级被提升至Ⅲ级，参演人员启动了农家乐、游客

的劝返和转移、危险区域施工人员转移安置、灾情信息上

报等工作。整场演练随着响应等级不断提升逐步，参演人

员还相继演练了预警、转移等信号发送，组织村民转移至

避灾安置点，发放生活物资等项目。随后还对演练开展了

总结点评。

据悉，通过本场演练，不仅让潜川镇干部群众进一步

熟悉防汛应急的程序，同时也锻炼了抢险队伍的应急抢

险能力。接下来，该镇将继续绷紧“防汛弦”，筑牢安全防

线，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潜川镇开展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数智临安

我公司现有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广场路营业用房空置，

现向社会公开招租，请有意向单位或个人前来咨询、洽谈招租事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招租营业房的情况
房屋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广场路钱王财富中心 1－2 幢

164，毛坯，建筑面积：85.07 平方米；招租起始租赁价格为 110000 元

/ 年（含税）。

二、招租条件
租用方经营的项目须符合城市管理部门对该区域的相关规定。

三、租赁须知
1.出租的期限及费用：租赁期一至三年，从签订出租协议之日起

计算，在招租期内，先组织报名，交纳 5000 元意向金，价高者优先；

价格都相同时，抽签确定。

2.租用人主体资格：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

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3.联系地址：杭州市临安区广场路 5 号，中国电信临安分公司综

合部；联系人：叶金彪；联系电话：15306816733。

招租公告

2021 年 5月 19日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电力设备检修通知 2021 年 5 月 19 日

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检修日期 时间 检修范围

5月 24日 14:30—15:20 花戏村里大坑

5月 25 日 8:00—14:00 横畈洪村（1）

5月 25 日 8:30—14:30 庙前配变

5月 26 日 8:00—15:00 青山石泉村[3]

5 月 26 日 8:30—16:00 青山村 1#公变低压临石路口 1000 线

5月 27 日 8:30—14:30 豆川村王家

5月 28 日 8:30—13:30 杭州明驰机械有限公司

5月 24日 8:50—11:10 水涧坑配变低压 1000 线

5月 26 日 8:00—12:10 回里村公变低压回里村 2000 线

5月 27 日 8:20—16:40 研里村[研里 2#]公变台区低压里村 1000 线

5月 28 日 8:20—16:40 研里村[轧石厂]配变台区低压周家头 1000 线

尊敬的电力客户：
根据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生产计划检修安排，定于 05 月 24 日—05 月 28 日期间进行电力设备检修，现将电力设备检修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若

遇雨天、雷暴等恶劣天气检修工作取消，工作期间会对正常供电造成影响，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排，如有疑问，请咨询电力服务电话：512345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