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朱林

本报讯 日前，临安公交 841 路车辆

浙 A09800F 公交车途经板桥镇祝家桥

桥头时，司机杨中华发现一处居民房着

火，立即实施了扑灭。

杨中华回忆，当时是下午 5 点 08 分

左右，他驾驶公交车从三口开往临安汽

车东站，经过祝家桥桥头位置时，就发现

了不对劲。“靠站的时候，看见弄堂里有

一点点小火苗，我想想这个地方怎么有

小火苗的，我拿了个灭火器先去看一

下。”杨中华说，没想到弄堂外面是小

火，里面火势已经很大了，他立马拔掉灭

火器，毫不犹豫地赶去扑火。

火势得到控制后，杨中华发现房子

里堆积着不少纸屑以及废弃的烟花爆竹

包装盒，如果不彻底灭掉火苗，极有复燃

的可能。于是，他立即返回车上取下车后

方的灭火器，在其他居民的帮助下，完全

灭掉了火苗。

因为车上还有乘客，杨师傅提醒边

上居民注意自身安全后，便返回车上继

续投入到营运工作中。“水火无情人有

情，我相信其他驾驶员看到这个情况后，

都会去灭火的。”杨中华说。

公交司机化身“消防员” 及时扑灭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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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幼赞

本报讯“现在水稻插秧、收割都全

自动了，路、沟、渠能不能跟上机械化操

作的要求？”这个问题困扰了村民胡根源

好几天。日前，太阳镇把选民接待点“搬”

到了户外长廊里，胡根源立马过来与区

镇人大代表、业务科室负责人面对面进

行了交流。

太阳镇人大主席周忠辉耐心地跟他解

释：“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为了建

成田成方、路成行、渠成网的现代化连片农

田，机械化水平会有很大提升”。在选民接

待日上，胡根源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几天前，听说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下

村接待选民、宣讲党史知识，村民们一早

就来到了景村村的长廊里，赶来听“红色

故事”，与人大代表“唠家常”。“我是浪山

村的，平时都在外面上班，家里三亩多土

地没人经营管理，想咨询下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建设的规划范围，下一步能延伸

至我们自然村吗？”面对村民提出的问

题，区镇人大代表、业务科室面对面与选

民促膝话发展、推项目。

据悉，这一活动不仅是太阳镇“三服

务”的深刻实践，也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下基层接待的“零跑腿”。“镇里组织的选

民固定接待日活动，我也参加过几次，但

是在田间地头的还是第一次，来来回回地

跑确实不方便，现在好了，有问题当场反

馈。”上庄村选民寿根水说，区镇两级人大

代表来村里收集民情民意，说明对选民、

对老百姓的重视，大家心里也舒坦。

活动期间，太阳镇区镇人大代表还结

合自身工作经历，带领选民参观学习党史

知识展板，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的主题，讲述在党的领导下敬业

奉献，干一行、爱一行的故事，诠释了以

“首创、奋斗、奉献”为内核的红船精神。

据了解，太阳镇每月一次开展选民

固定接待日活动，推动选民接待工作常

态化，截至目前，已经在选民接待日接待

选民超过 200 余次。本次长廊选民固定

接待日活动共收集到意见建议 20 余条

次，接待选民 32 人次，有 10条意见建议

已经于现场进行答复办理。接下来，镇人

大主席团将继续深入田间地头、车间企

业开展选民固定接待日活动，健全完善

代表联系选民群众的机制，架起人大代

表和选民之间的“连心桥”，打通人大代

表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为实现“十

四五”良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

聚民情 宣党史 推工作

太阳镇选民固定接待日架起“连心桥”

近日，锦北街道组织党员志愿者、村社

监察联络员，对街道范围内的河道环境卫

生、小微水体、污水排放等开展日常巡查。志

愿者们手持火钳，拎着垃圾袋，将路面和河

岸周边的饮料瓶、塑料袋、烟头等废弃垃圾
清理干净。在志愿者们共同努力下，河道沿

岸垃圾被一一清理干净，两岸环境变得更加

整洁亮丽。

记者 陈伋 摄

通讯员 许雪珍

本报讯“今天我是来请老师的，希望镇清洁办能

给我们企业上一堂垃圾分类的知识课，使厂区内所租

赁的其他 4 家企业也能自觉融入到垃圾分类中。”日

前，高虹镇清洁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千禾包装

厂的负责人毛和群。

千禾包装厂的厂区内共有 5 厂企业，为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企业负责人一面向政府“搬救兵”，要求到企

开展面对面宣讲工作；同时，采用“技防”监督，在垃圾

桶旁边安装专用监控，做到了“铁面无私”。“我们还出

台了一份《厂区垃圾分类的通知》，对垃圾不分类，或随

意乱倒垃圾者，每经查实一次处罚 200 元的决定。”毛

和群说，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切实做好企业垃圾分

类工作。

自从高虹镇的垃圾分类从机关单位、集城经营户

向小微企业延伸以来，企业从被动变为主动。因为，小

微企业中大多存在着“厂中厂”现象，一个厂区内有多

家小企业，企业负责人怕人多难分，一直存在着各种畏

难情绪。“通过镇政府和镇城管中队多次上门宣传和发

动，企业也转变了思维，从开始的不理解到主动想对

策、动真格。”高虹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纷纷邀请镇

清洁办和城管中队上门向企业和员工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还指导企业如何做好厂中厂的垃圾分类工作。

由于小微企业负责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对垃圾分

类的转变，使垃圾分类工作渐渐被企业和员工所重视，

为下一步全镇开展垃圾分类打好基础。

高虹镇

垃圾分类深入小微企业

记者 郭蕾 通讯员 沈菲

本报讯 日前，锦南街道组织青年志愿者、民兵赴

邹子侃烈士墓开展祭奠英烈活动。

“邹子侃被捕后，在狱中组建了中共狱中特别支

部，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为党和人民夜以继日

地工作，直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活动中，锦南

街道人武部副部长应君骑为志愿者和民兵们介绍了

邹子侃的人物生平和革命事迹。志愿者们在庄严肃穆

的氛围中深切感受革命英烈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宝贵

生命的英雄事迹，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史教育。

据悉，锦南街道全体机关干部还前往高虹镇新四

军纪念馆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并重温入党誓词。通过

参观学习、缅怀先烈等活动，增强了党员干部们知史

爱党、知史爱民、知史爱国的家国情怀。锦南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街道将继续结合“云春训”、“长

春学堂”和实地参观等多种形式，高质量开展“线上 +

线下”党史学习教育和建党百年系列活动，推动党员

“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努力打造勇立潮头的锦南

铁军。

锦南街道

祭英烈 学党史 忆初心

记者 徐婷

本报讯 日前，於潜镇横山工业园区

和杭州临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签订管道

天然气配套通气协调会备忘录，接下来

横山园区内的天然气改造配套工程将正

式投运，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园区内燃气

安全管理机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从 2019 开始，於潜镇就在积极筹划

改造横山园区内天然气管道，经过综合考

虑，选定杭州临安杭燃燃气有限公司天然

气管道改造方案。通过协调与沟通，2020

年，临安杭燃改造方案落地，顺利完成於

潜绿色能源综合服务站气化改造，并初步

完成园区天然气管道的施工建设。此次

“备忘录”签订后，临安杭燃将进正式入园

区，为企业完成企业燃气管道配套设计铺

设工作，完成改造方案的后续步骤。

据悉，於潜镇区域内现有横山、南

山、方圆、逸逸四家工业园区，横山属于

老工业园区，区内的企业均已入驻 10 年

以上，大多数是制造业，对安全用气的规

范和需求较高。临安杭燃入驻后，将统一

管理横山园区内燃气管道，由专人负责

运转、维护，能有效提高燃起管道的标准

化水平，控制燃气设施安全隐患。“我们

按照政策规定的标准，帮园区企业争取

了天然气优惠价格，接下来的管道铺设

分批进行，已签订协议的 7 家先行铺

设。”於潜镇园管委主任徐根火介绍，目

前已与企业、临安杭燃协商一致，计划 4

月 10日前完成安装。

改造园区天然气配套 筑牢生产安全防线

记者 楼宇

本报讯 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轰鸣，日前，清凉峰

镇九都村内的违章建筑被一一推倒。清凉峰镇 2021

年度“三改一拆”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在前期摸底工作中，清凉峰镇“三改一拆”工作人

员发现九都村有 17处建筑存在“一户多宅”的问题，面

积达 1020 余平方米。为顺利推进“三改一拆”工作开

展，该镇镇村两级干部及网格员主动上门进行走访，向

当地村民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思想工作。最终在村

民们的配合下，“三改一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据了解，目前清凉峰镇辖区 17 个行政村皆已吹

响“三改一拆”行动号角，接下来各村将分区域落实工

作责任，统筹推进“三改一拆”工作开展。该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他们还将继续加大执法巡查力度，避免“违

建”火苗重燃。

清凉峰镇

深入推进“三改一拆”
擦亮美丽乡村“金名片”

通讯员 李灵

本报讯 随着天气渐热，蛇虫鼠蚁出

没频繁活动。连日来，临安发生了多起民

房进蛇事件，导致不少市民受到惊吓，所

幸都无人员伤亡。为此，消防部门发出安

全提示：“每年四五月份为‘蛇出没’高峰

期，请广大市民一定要做好防蛇类工作。”

据统计，去年 4 月以来全市消防救

援队伍出动抓蛇共有 400 余起，光是抓

蛇，就耗费了消防员的不少精力。就在今

年的清明小长假，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

接到多起报警，称在小区居民房内发现

蛇需消防部门前往处置。而在 4 月 6 日

17 时 48 分，临安区消防救援大队分指

挥中心又接到报警称：锦城街道临天八

弄 53号 103室内有蛇扰民。分指挥中心

立即调派临安消防救援站 1 车 7 人前往

处置 。

“每年清明过后，我们都会接到很多

捕蛇类的求助警情，基本上是菜花蛇，虽

然没什么毒性，但是市民朋友都不敢自

行处理。偶尔会遇到眼镜蛇、蟒蛇，我们

也是建议市民不要擅自处理，以免发生

危险。”消防救援人员说。

那么，随着气温的回升，居民家中应

如何采取防蛇行动？消防部门告诫广大

市民：不要在房屋周围留洞穴，不堆杂

物，墙边尽量少种植物，也可在房子周围

撒上雄黄粉或者石灰，或者养一些鸡、

鸭、猫等，这些小动物都对蛇有驱赶作

用。还有，根据时间作重点防护，阴天、晚

上是蛇主要活动时间，注意关好门窗，墙

周围不留缝隙，使蛇无法进屋。

“但是，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户外游

玩，都要严防蛇虫，一旦发现蛇虫出没，

切记不可慌张，慢慢地远离它。”消防救

援人员说，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拨打

报警电话请求处理。一旦发生毒蛇咬伤，

记得不要乱跑，第一时间报 120 求助并

报告准确位置，不要错过最佳救援时间。

清明过后“蛇出没”
消防提醒：不要擅自处理 以免发生危险

志愿者巡河护河

以境内外高校2021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为主。

 境内院校毕业生应能够在2021年 7月 31日前毕业，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就

业报到证。 

境外院校毕业生应为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6月 30日间毕业（以国

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的学位获得时间为准），并能够在2021年 7月 31日前获

得国家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

适量招聘毕业 3年内（2018 年 1 月 1 日起），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往届

生，以经济、金融、计算机等专业为主，有金融行业工作经历的优先。

若通过PC端报名，建议使用

CHROME、360、IE11以上版本浏览器。

应聘完成后请务必在“我的应聘”中查看

相关投报职位信息，确认已完成应聘流程。

招聘流程

招聘对象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临安支行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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