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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两个项目获全市第二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奖
通讯员 帅位军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第二届“建行
杯”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圆满落
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
我区选送的“小
苔藓，大产业——
—国内珍惜特种苔藓的
引种驯化及繁育”
“ 善其源招生辅助服
务”
分别揽获一等奖、
三等奖。
本次大赛围绕“立创业创新潮头，

展退役军人风采”主题，分为传统产业
及生活服务业、新兴产业、现代农业 3
个赛道，为拥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们
提供挑战自我、
展示自我的舞台。
大赛自报名启动以来，广大退役军
人积极响应、踊跃参与，经过各区县
（市）、开发园区选拔、专家评审初评，共
有 39 个项目进入决赛。决赛当天采用
线上“云路演”的形式，参赛选手通过“6

分钟路演 +4 分钟答辩”
，就项目社会价
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展示，专家评审为
参赛项目点评和现场评分。最终，我区
选送的项目从 39 个决赛项目中脱颖而
出，代表临安区分别获得 “现代农业
组”一等奖和“新兴产业组”三等奖的优
异成绩。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大赛，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

赛前发动广泛宣传动员，认真筛选优
质企业参赛，为取得佳绩发挥了桥梁
纽带作用。接下来，继续高度重视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加强退役军人
职业技能、创业意识、适应性等方面
培训，落实就业创业优惠政策，积极
发掘、培育、树立就业创业先进典型，
为全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良好发
展环境。

规范管理 提质增效

区财政局组织召开“公共财政服务平台 + 一卡通”管理培训会
通讯员 陈巍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惠民惠农资
金发放，加快推进我区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一卡通”管理，近日，区财政局组织
召开“公共财政服务平台 + 一卡通”管
理培训会议。全区各镇街财务负责人及
相关部门业务人员参加。

会议详细解读并传达了省市文件
及“一卡通”专班会议精神，对项目应纳
尽纳、补助发放“一卡通”管理提出了具
体工作要求。同时，
对平台存在的
“一人
多卡”
“人卡不一致”
“重复发放”等问题
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和防范措施。
根据前期各部门反馈的平台操作
不熟练、发放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会议

邀请到软件公司全流程演示讲解公共
财政服务平台操作。业务经办人结合工
作实际，现场提问、现场解决，切实提升
“公共财政服务平台”
实际操作水平。
下一步，该局将从三个方面对“公
共财政服务平台 + 一卡通”建设工作予
以完善。一是加强沟通协作，及时沟通
日常工作中疑点、难点和痛点问题，对

已解决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纳，及时总
结。二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金融机构
网点、政府公开网站、村社公告栏等渠
道广泛宣传，提高群众对政策及“一卡
通”使用方法知晓度。三是优化上门服
务，重点解决“一人多卡”问题，提高惠
民惠农政策部门及老百姓配合度。

“非遗”
助力
“双减”
传承篆刻文化
近日，为丰富学校的课后托管服务内
容，推动“双减”政策有效落实，同时，
培养孩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锦南街道通过“招才
引智”活动，邀请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石雕
（鸡血石雕） 代表性传承人钱高潮大师走
进校园，为锦南小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精
彩的篆刻课。锦南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能在青少年心
中埋下一粒“非遗”的种子，把这门技艺
传承下去，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篆刻人才，
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记者 胡建强 摄

区第一人民医院：打造“无红包医院” 成就“仁术廉心医者”
通讯员 朱雅琴
本报讯 近日，临安区第一人民医
院普外二科主治医师汪锡清拿着一个
5000 元的大红包交给科室护士长徐艳
萍，让她帮忙把红包还给患者。徐艳萍
护士长来到病人面前，费了好大的口
舌，终于把红包还给了结肠扭转急诊手
术后恢复良好的病人陈某的家属。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清廉医院”建

设，进一步提升医德医风，规范廉洁从
医行为，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临安区
第一人民医院积极开展创建“无红包医
院”活动，医务人员自觉拒收红包、回
扣。据初步统计，
今年 1 月至 9 月，临安
区第一人民医院已经拒收 40 余次，共
计 56000 余元。
据介绍，
为稳步推进
“无红包医院创
建”
，医院成立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无
红包医院”
创建领导小组，
制定详实可行

的活动方案并稳步有序推进。医院与科
室，
科室与个人分别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书》和 《科室创建无红包医院承诺
书》并上墙公示。医院还在每一位患者的
《入院告知》增加要求病人不送红包的相
关内容，
做到一对一告知，
并在医技楼及
住院大厅制作悬挂了创建
“无红包医院”
宣传横幅，
增浓创建氛围。同时，
医院向
社 会 的 公 开 监 督 举 报 电 话
（0571-63746256、
0571-58627808）邮

戚家桥未来社区——
—安置房及配套用房项目开挖资源拍卖公告
经杭州市临安区财政局批准，
受杭州市临安区
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15 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临安分中心 B 座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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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家桥未来社区 - 安置房及配套用房项目开
挖资源（下称标的物）约 201441 立方米，其中：卵
石层约 200362.2 立方米（含泥量约 23%），评估单
价为 36 元 / 立方米；强风化砾岩约 1078.8 立方
米，评估单价为 7 元 / 立方米；平均评估单价为
35.85 元 / 立方米（工地自装上车价），评估总价值
为 7220591 元。单价起拍，
起拍参考价为 35.85 元
/ 立方米（不含税净价，设有保留价，不达保留价不
成交），
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70 万元。

上述标的物数量数据为理论测算数据，具有数
量、
质量及交付时间上的不确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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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实地踏勘标的现状、仔细了解标的物的实际情
况，
清楚可能存在实际标的物数量、质量及含泥量
等各项风险。拍卖参考价为标的评估单价（不含税
净价），
不含机械、
运输、税等相关费用。开挖由业主
负责，
开挖过程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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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相关费用等由
买受人承担，
石料的运输加工处置须符合临安区砂
石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政策及要求。交付时间以项
目施工进度为准，买受人必须按时完成标的物的外
运工作（含砂石、
泥土、
废料等）。项目完工期限：拍
卖成交后 120 个日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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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至报名截止日
前接受咨询、
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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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企业法人。有意竞
买者请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6 时 （报名截止时
间） 前向指定账户通过转账方式缴纳拍卖保证金
(专户名: 杭州临安宝润矿业有限公司，账号：
712001220001284802001,开户行：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
（缴款单备注栏须注明
“戚家桥未来社区开挖资源 项目保证金”
，交款人
名称与报名人名称须一致, 否则不具备竞买资格）
后，
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企业营业执照、
法

箱（jcsjk@qq.com）已在医院门户网站、
门诊、
医技电子屏上向社会公示，
接受广
大群众的监督。
“医者需要仁术，
更需要廉心。我们
大力推进‘无红包医院 ' 创建，
发动党员
干部积极参与到清廉医院建设中来，以
文化融于心，以制度塑其行，努力打造
院风清朗、
医风清正的清廉医院。”
临安
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金描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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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竞买报名手续，须同时提交密封的书面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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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实行一项目一账户，须采用转账方式缴
纳，如果以其他方式缴纳则视为无效；保证金如若
打错账户，需要在报名截止之前重新打至正确账
户，否则同样视为无效，打错账户的保证金会在三
个工作日内退回）。
五、
咨询、
报名地址：
杭州市临安区畔湖路 117-1 号（君逸汇·众创
空间）2 楼 205 室（工作日期间）
六、
咨询电话：
13758249158 0571-63330788 高先生
七、
保证金缴纳：
联系人：
叶晨雪，
联系电话：0571-61083008
浙江广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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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0 日

检修日期

10 月 26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10 月 27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6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8 日
10 月 29 日
10 月 29 日
10 月 27 日

时间
7:40—8:30
8:30—15:30
15:30—16:20
8:00—11:30
12:00—16:30
8:00—14:40
8:00—15:40
8:00-15:30
8:00-15:30
7:50-10:30
8:00-15:30
12:20-15:00
8:00-15:00
7:40—8:30
8:30—15:30
15:30—16:20
8:00—11:30
12:00—16:30
8:00—14:40
8:00—12:30
8:00—15:40

检修范围
杭州市保安职业专修学校
杭州临安湖景绿道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市保安职业专修学校
杭州青山湖石化有限公司
寺前变
阮家
潘山村[四组]公变低压 2000 线
南庄村[横溪对面畈]公变
南庄村[横溪]公变
南庄村[合塘口]公变
市坞村[五都里]公变
南庄村[外合塘]公变
锦绣村[坎上 2#]公变
杭州市保安职业专修学校
杭州临安湖景绿道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市保安职业专修学校
杭州青山湖石化有限公司
寺前变
阮家
无
潘山村[四组]公变低压 2000 线

昌化镇无障碍设施改造
让残障人士办事
“无障碍”
见习记者 朱俏英
本报讯 为迎接杭州 2022 年亚运会，方便残障人士等
特殊群体办事，
今年以来，
昌化镇对行政服务中心进行无障
碍设施整改，新增无障碍坡道、无障碍公厕等设施，还专门
开设低位服务专窗，让残障人士办事“无障碍”
，服务更暖
心。
在昌化镇行政服务中心门口，记者看到改造完成的无
障碍坡道平整宽阔，两边还装上了护栏，可以直达窗口办
事。在服务中心内部，还设有一个针对残疾人的无障碍公
厕，里面有无障碍洗手台、
母婴台、
挂衣钩等设施，
走进卫生
间，喇叭就会自动播报设施和方位，
方便老年人以及残障人
士使用。
“以前到这里来办事情很不方便，都是台阶，走也走不
上来。现在政府把这个台阶搞好了，
轮椅可以安全到柜台，
另外还提供残障人士‘一对一’服务，这些让我们感觉特别
温暖。”
日前，
家住附近的残障人士方志根来昌化镇服务中
心办理业务，
“零距离”感受到了无障碍设施和温馨服务带
给他的便利。
此外，昌化镇行政服务中心还专门开设了一个低位服
务专窗，
配备“字体放大”
和“手语同传”
电子设备，
残障人士
来这里办事，
一个窗口即可办理。据了解，
昌化镇无障碍设
施整改自 5 月份开始摸排，
7 月正式投入使用。“通过这些
改造，
残疾人来中心办事情更加方便，包括我们开设的综合
窗口，
残疾人不需要跑来跑去换窗口，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
所有事情。”
昌化镇机关党工委副书记贺军锋说。除了行政
服务中心以外，
昌化镇还对南门弄、
白牛村 2 个公厕进行无
障碍设施整改，
满足特殊人群的需要。

庆祝“临安区门球运动协会成立 30 周年”
杭州门球邀请赛在临举办
见习记者 吕静怡
本报讯 18 日上午，区文化和广播旅游体育局联合临
安区体育总会，在锦城街道胜利苑门协室内球场内，举办
“庆祝临安区门球协会成立 30 周年”
杭州门球邀请赛。参加
此次比赛的 48 支球队中，除了临安地区的 11 支球队以
外，
余杭、
富阳、
萧山等地多支球队参加了比赛。
此次比赛 300 余人参加，为期三天，48 支球队将会被
抽签分成 12 个组，每个组四支队，通过 72 轮次比赛，取每
个小组的第一名，
分出最终名次。
马芙蓉是一名来自余杭区的参赛队员，今年 52 岁，
刚
刚退休，
她告诉记者，她很高兴今天能来参加临安区门球协
会的门球邀请赛，之前工作的时候就是门球协会中的一名
志愿者，
现在退休了，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打门球了，
“我觉得
门球是从小打到老的，我们家三代都爱打门球，这项运动既
能锻炼脑力，
又不容易受伤。”
门球运动是在平地或草坪上的一种室外球类运动，
又称
槌球，不但规则简单、轻松有趣，而且这项运动可以激发脑
力、促进身心健康，是当下经济实惠、老少皆宜的新运动之
一。临安门球开展运动已经有 30 年的历程，
临安区门球运动
协会目前有成员 460 余人，球队 67 支，
共有四个分会，
分别
是於潜镇分会、
昌化镇分会、
河桥镇分会和潜川镇分会。
临安区门球运动协会主席罗彬忠告诉记者：
“我希望门
球能够走入社区，走入农村，让临安门协的队伍得到发展，
让门球人口得到扩大。我也希望大家喜欢门球，
积极参与门
球运动，
为全民健身运动作出贡献。”

近日，
在苕溪北街、万马路、吴越街等城区主干道路两旁，
以及临东公园、
大学印象公园、
城市公园等绿地公园中，
桂花都
已竞相开放，
其种类以金桂和银桂居多。桂花芳香浓郁，
沁人心
脾，
吸引不少市民赏花踏青，
摄影留念，
享受这
“姗姗来迟”的花
香。
见习记者 姚新宇 胡琦 摄

“双减”政策落地，选择培训机构需谨慎

电力设备检修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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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10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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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63729370

“双减”政策的出炉落地，
对教培企业、
教师、
学校、

三、
重点关注培训时间。

家长等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均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作为

根据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消费者的家长应该如何避免“踩坑”
？临安区消费者权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
不得占用国

益保护中心呼吁广大家长慎重选择培训机构，擦亮眼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

睛，
避免一次性大额支付费用带来消费风险。

学科类培训。学生确有意愿参加校外学科类培训的，
不

一、
树立健康教育理念。

要报名双休日、
节假日、
寒暑假期间的课程。如已经缴

相较于学业成绩、专业技能，
家长更应关注孩子的

纳上述时间段的费用，
应与机构协商退费，
也可以转为

身心健康，注重孩子的素质提升和全面发展。要树立

非学科类培训课程等。

健康的教育理念，理性选择培训机构，切勿盲目跟风；

四、
避免一次大额支付。

如孩子确有意愿参加培训，应结合孩子的精神状态、

签订合同时，
应当要求培训机构留存付款凭证，明

兴趣爱好等因素，
审慎参加培训。

确培训项目、课程内容和课时数量、教师资格资质、教

二、
实地考察机构情况。

学培训地点、设施设备、收费项目和标准、退费规则等

确有报班需求的，家长要注意查看办学场所内悬

内容。培训机构人员的口头承诺要在书面合同中得到

挂的营业执照、办学许可证等资质信息，选择合法合

体现。对于费用高、
周期长的培训项目，
一定要审慎签

规的机构报名。建议家长报班前，
实地考察机构环境，

约，不要一次性高额缴费，预防“退费难”
、
“ 套路贷”
、

关注授课氛围、查看师资信息，还可现场询问学员感

“卷钱跑路”
等问题发生。

受后再报名。同时，也要注意查看授课地点的地理位
置、疫情防控措施、空调设备配置等，以便报名后孩子
能安全安心上课。

临安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