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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8∶00-17∶00停建
一村7#变低压台区改造工程（国
通）2018年河庄街道建一村1#、4#
变等台区改造工程：大江东河庄街
道建一村一带；9∶00-12∶00停长
红村7#变增容工作（永兴）春光村
3#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工
程：大江东义蓬街道长红村空港投
资（二）一带。

5月21日 9∶00-15∶30停五
南 0967A 线 86#- 86/08#，88#-
88/12#导线更换工作（国通）10kV
五南0967线五南分线等架空线路
等绝缘化改造工程：春光村垦种、
龙翔养殖（一、二、四、六）、天福生
物科技一带；9∶00-13∶30停中伦
纸业（良宏达）有限公司配变增容
至（800kVA）电源点由荣德站改
接至宏蓬站备用4#间隔：大江东

江东建设开发办（一、二）、江东市
政一带。

5月22日 8∶00-17∶00停三
联村2#变低压割接工作（国通）杭
州艮山东路过江隧道380V、10kV
电力线路迁改工程：萧山区三联村
一带。

5 月 23 日 8∶00-17∶00 停
向公春 9#变低压台区改造工作
（永兴）2018 年河庄街道向公村
4#、6#变台区改造工程：萧山区向
公村一带。

5月24日 9∶00-17∶30停青
龙508线中油分线13#-14#插杆一
支，新上三联村15#变一台。13#-
12#新立杆一支。（国通）同一村19#
变、三联村15#变等低压台区布点
工程：萧山区三联村、天然气、中石
油（二）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5月 20日 8∶45-12∶45停奇观A148线

26#杆梅林分线开关：瓜沥镇梅林村、张潭村及
萧山粮食购销瓜沥分公司、萧山污水处理等一
带；7∶30-17∶30停雷达C705线坞里村2#变：
南阳街道坞里行政村4组一带；8∶30-16∶30停
萧山变萧崇C819线崇化开G13俊良社区：城厢
街道俊良社区、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
处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城东变城三
A606线电大分支开G13汇宇小学：北干街道杭
州市萧山区教育局及其周边一带。

5月 21日 8∶30-16∶30停新联C039 线
74#杆（新联C039线畈里朱水埠分线开关）：临
浦镇浦南村、新联村、成发鞋业、侨亿德衬布等
一带；8∶45-16∶45停新梅A473线58#杆新湾
分线开关（自）：党湾镇新梅村一带；7∶30-17∶
30停油管C927线党山村3#变：瓜沥镇（党山
片）党山村10组一带；8∶30-16∶30停越王变游
乐A001线渔场分线04#杆令克：城厢街道下湘
湖路及其周边一带。

5月 22日 8∶45-13∶45停党益C938 线
02/01#杆轴承分线开关：瓜沥镇车路湾村及立盛

汽配、飞迪门业、萧山傅氏轴承厂、萧山顺和金属
软管等一带；8∶35-11∶35停振华C786线01#杆
振华C7861开关-振华开G11振华C786线：瓜
沥镇孙家弄村、三岔路村、国庆村及振宏商品混
凝土、萧山邻家联合医院、迈特汽车配件、萧山管
道二分厂一带；8∶45-17∶00停党益C938线车路
湾村3#变：瓜沥镇（党山片）车路湾村农科队一
带；7∶30-17∶30停龙虎C704线坞里村1#变：南
阳街道坞里行政村2组一带；7∶30-17∶30停勤
联A461线先锋村10#变：党湾镇先锋村3组.4组
一带；7∶30-17∶30停顺和C929线党山村5#变：
瓜沥镇（党山片）党山村2组一带；8∶30-14∶30
停通惠变行政C767线通塘开G14通时C7671
线-金城开G11时金C7672线：北干街道沸腾旅
馆、时代广场及其周边一带。

5月23日 9∶00-16∶30停工贸A695线永
福村6#变：党湾镇团结村一带；9∶00-16∶30停
工贸A695线运东村9#变：党湾镇集镇一带；9∶
00-16∶30停工贸A695线运东村4#变：瓜沥镇
运东村一带；9∶00-16∶30停东开A330线开源
村1#变：瓜沥镇开源村一带；7∶30-17∶30停龙
虎C704线坞里村3#变：南阳街道坞里行政村1
组一带；8∶30-14∶30停城东变海关A586线人

防开 G12 翻防 A5861 线-质量开 G16 质翻
C7682线：北干街道香悦公馆、佳力水泥、浙江
明日房地产、萧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萧山北干
顺峰酒楼、耀升置业、康发铝型材、萧山北干诺
诚酒店及其周边一带。

5月24日 9∶00-16∶30停福团A463线团
结村7#变：党湾镇团结村一带；9∶00-16∶30停
新梅A473线党湾供电营业所7#变：党湾镇集
镇一带；7∶30-17∶30停雷达C705线坞里村7#
变：南阳街道坞里行政村1组一带；7∶30-17∶
30停勤联A461线勤联村1#变：党湾镇勤联村
1组.4组.21组一带；7∶30-17∶30停勤联A461
线勤联村13#变：党湾镇勤联村19组.20组.新
农村一带；8∶30-14∶30停通惠变通三C763线
质督开G16质康C7633线-龙海开G12龙康
C7634线：北干街道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超宇物业服务、萧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萧山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萧山区开元乐都养老院、恺融
房地产开发、塘湾村及其周边一带。

5月25日 7∶30-17∶30停油管C927线党
山村6#变：瓜沥镇（党山片）党山村9组一带。

5月26日 7∶30-17∶30停油管C927线党
山村9#变：瓜沥镇（党山片）党山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啄木鸟”来找茬 为打造“美丽新街”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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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组织参观省法纪教育基地

美丽萧山
你我共建

义桥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

2019第四届戴村山地马拉松开跑现场。 通讯员 沈镇 记者 唐柯 摄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打造如诗如画‘美丽新
街’。”——这是美丽新街“588”行动动员
大会向街道20个村（社区）发出环境卫
生大整治的动员令。如今，新街掀起环
境卫生大整治行动，全力以赴争创“国家
卫生镇”。而在“美丽新街”的打造中，少
不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被称为新街的

“啄木鸟”。
新街的老唐是一名“绿城红领”，平

时经常会在村庄各个角落巡查，如今他
的身上又多了“啄木鸟”这个身份。“我们
就是‘创国卫’的‘啄木鸟’，专门曝光脏
乱差。”老唐说，他在巡查时，发现村里一
个平常不太注意的角落里堆满了各种垃
圾，与美丽乡村格格不入，他随即拍照，
上传到了微信群。

如今，像老唐这样的“啄木鸟”，活跃

在新街各个角落。他们是街道创卫办巡
查人员，各类脏乱差问题都逃不过他们
的眼睛，从早到晚、从集镇到村庄，即查
即抄告并督办跟进直至问题整改到位；
他们是城管、市监等职能部门人员，行走
巡查在集镇、园区、村社、市场、企事业单
位等各个场所，重点发现并督办各类乱
象问题；他们是“四个平台”及其网格人
员，平安巡查的同时也担任着“创国卫”
宣传员、督查员，即查即传问题、督办问
题；他们是党员干部、“绿城红领”，一顶
红帽子、一个红袖章是他们的标配，“创
国卫”宣传与卫生劝导是他们的职责。

为更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街道在原有卫生工作群的基础上，建
立了创卫“啄木鸟”微信群，设立“啄木
鸟”会诊制，会集街道班子成员、机关干
部、村社主要领导和分管人员、职能部门
人员等，重点对标“国卫”创建要求，细致
深入排查问题、上传问题、督办问题、整
改问题，以点带面、举一反三推进“创国
卫”工作。“有了这个微信群，不仅仅是点
上的问题得到了即报即改，而且很多综
合性问题也能即时响应与联动整改。”新
街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在全街道上下营造比学赶超的
良好氛围？新街还以“红黄黑”量化亮榜
机制为抓手，形成一周一抄告、两周一督
查、一月一考核的行动机制。各村（社
区）都有了“榜单”压力，都积极争当排头
兵。“我们以地毯式排查方式啃环境卫生
脏乱差这块硬骨头，看来还是有点成效，
但整治行动不能松懈，各村都‘咬’得很
紧呢。”上了“红榜”的芝兰村干劲十足。

据了解，为打造“美丽新街”，新街全
力推进“588”行动，“5”即国家卫生乡镇
达标创建、无违建街道达标创建、污水零
直排达标创建、大棚房整治达标创建、文
化礼堂达标创建等五项达标创建；两个

“8”分别是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小
区、美丽田园、美丽庭院、美丽河道（沟
渠）、美丽道路、美丽市民等8项美丽建
设，以及工业园区（小微企业园）整治提
升工程、行业整治提升工程、垃圾源头处
理提升工程、市场提升工程、出租房屋及
消防安全整治提升工程、交通道路畅通
提升工程、公厕改建提升工程、扬尘废气
治理提升工程等8项提升工程，通过系列
组合拳行动，全面树立靓丽“东大门”新
形象。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沈镇

本报讯 昨天上午 8点，随着一声
“发令”，1400余名国内外运动从戴村三
清园开跑，“永前杯”2019第四届戴村山
地马拉松赛启幕。

本届马拉松赛首次纳入国际ITRA
越野跑积分赛序列，参赛人数创历史新
高，更有“中国超马之王”梁晶助阵，影响
力创历年之最。

在马拉松开跑前的开幕式上，“中国
超马之王”梁晶，被授予戴村山马形象大
使。

戴村从2015年举办山地马拉松赛，
今年是第四个年头，品牌知名度和影响
力与日俱增，已成为山地马拉松跑圈中
的“圣地”，更是吸引了包括梁晶在内的
多位重量级“大咖”。

记者了解到，本届戴村山地马拉松
赛中有20多名国内外知名选手报名同
台角逐，如前不久在日本富士山百英里
越野赛中获得季军的Loren Newman，
两次参加戴村三地马拉松赛并夺冠的陈
尔芬，以及跑圈界牛人赵家驹等。还有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国
家地质勘探局杭州总队等十余支高知团
队参赛。

据了解，本届戴村山地马拉松分
“御风”全程组40公里，“追风”半程组

21公里，以及“腾飞”体验组 13公里。
“从戴村三清园出发，沿着山路和木头
铺成的步道，一路上不仅可欣赏到仙女
湖、响天竹风、天狮飞瀑等自然风光，还
能吃到漫山遍野的野果子，在树木竹林
间奔跑，感觉很舒服。”以5小时32分42
秒，蝉联女子全程组冠军的陈尔芬这样

说。
戴村镇党委书记孙建平表示，随着

山地马拉松每年连续举办，必将为戴村
做精做优运动休闲旅游产业，打响“郊
野运动”增添新亮色，为戴村打造“杭州
南花园，城市新阳台”，实现赶超发展跨
越注入新动力。

戴村山地马拉松赛开跑 参赛人数创新高
“中国超马之王”梁晶被授予戴村山马形象大使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吕家琦

在江寺社区育爱工坊里，不少家长
正陪着孩子，在分享人带领下阅读绘
本。“绘本分享人，有的是家长，也有的是
社区请来的专家。”家长吴女士的孩子刚
刚上小学一年级，是亲子阅读活动的常
客。

近年来，江寺社区一直在推广亲子
阅读。绘本分享、经典诵读、阅读沙龙、
手指画、户外行……三年已举行了近百
场各类亲子阅读活动。

在亲子阅读活动中，绘本分享、经典
诵读是主要形式。“不同形式的活动，主
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我们希望
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成效地把亲子阅读

活动开展好。”江寺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像绘本阅读，主要针对低幼阶段的
孩子，通过不同主题的绘本分享，加上相
应的延伸环节，在让孩子了解绘本内容
的同时，也加强亲子之间的互动。比如
在分享绘本《好饿的小蛇》时，就会通过
儿歌学唱，帮助孩子们认识水果、食物以
及相应的物体形状，同时，还会通过趣味
手工粘贴画等进一步加深小朋友们对周
边事物的认识。

而诵读经典的，更多是中小学阶段
的孩子。通过每周日1小时的固定阅读
时间，让有兴趣的家庭随时参与进来，通
过泛读、朗诵、分享等环节，让家长和孩
子共同养成阅读习惯。“此外，我们也会
通过举行户外活动、主题讲座等，让孩子

更好地了解经典书籍中的故事和魅力。”
江寺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亲子阅读的形式，能够培养家
庭阅读氛围，增加家长和孩子之间语言
交流和沟通。为了进一步营造阅读氛
围，在亲子阅读活动推广初期，社区在育
爱工坊成立了一个馆藏500余册的儿童
绘本馆，向户籍在江寺社区或居住在江
寺社区、且未满14岁的少年儿童提供免
费借阅服务。现在，这里不仅成为了社
区孩子的热门打卡点，也成为了江寺社
区推广亲子阅读的“中心站”。

江寺社区:三年举办近百场亲子阅读活动

本报讯 10 日下午，城厢街道举
行湖头陈社区二期安置房分房工作
动员会，通报湖头陈社区二期安置
房分房工作具体计划，对分房报名
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安排，并对报名
过程中的重点节点、突出问题逐一
说明。

会议强调，要认识到位、工作到
位、精力到位，克服麻痹心理，重新
熟悉工作内容，提高工作要求，消除
疲劳思想，再次打起精神，全力以
赴，完成分房工作；要政策把握到

位，明确工作环节和时间节点，掌握
政策要领及分房报名相关工作内
容，维稳力量到位，确保报名工作井
然有序，不出纰漏；要时间利用到
位，充分利用好工作碎片时间，及时
对前面工作进行梳理检查，做到时
间上、精力上保证。

据悉，5月11日至16日，城厢街
道 8个工作组将在湖头陈安置房红
馆内开展分房报名的通知、解释、材
料收集核对工作，进行分房前的相
关准备。 (王俞楠 王洁琼)

本报讯 近日，蜀山街道组织参
观浙江省法纪教育基地活动，机关及
各村（社区）共计128人参加。

基地专门设计了忏悔墙，首次集
中展示了21名被查处省管干部的忏
悔书。“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防
微杜渐，绝不能触碰纪律这条带电的

‘高压线’。”看着一封封忏悔书和一
个个生动的案例，街道机关和各村

（社区）党员干部接受了一堂生动的
廉政教育课，并表示要常怀律己之
心，永葆廉洁本色。

据介绍，全新升级后的法纪教育
基地新增了“清廉浙江勇立潮头”展
区，全面更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和“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展区，内容更
为丰富。

（张旭 沈海英 丁水富）

本报讯 近日，义桥镇机关干部放
弃休息时间，分成八个工作组，下村到
点，全力抓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
护工作。

当天，该镇召开专项行动专题会
议，部署落实饮用水源地环境整治
工作，明确了政策和时间要求，建立
了现场指挥协调组、工业企业组、农
业企业组、拆违工作组、环境卫生
组、综合保障组、协调对接组、宣传
报道组等八个组。八个专项工作组
马上进入现场，对涉及污染源的企
业和个人上门做工作。

据了解，义桥镇境内有江东水厂
取水口和南片水厂取水口两个取水
口，属于一级、二级水源保护区范
围。因此，该镇结合环境卫生百日

攻坚行动，将取水口周边的一级、二
级水源保护区作为此次整治重点。
对涉及到保护区内的排污口、涉污
企业和经营点、码头、农业面污染
源、生活污染点等，进行全面整治，
集中清理。经排查，主要是废旧物
资收购点、仓库堆放点、加油站点、
汽车维修经营点、电瓶维修点、挖机
维修点等，将进行集中清理。

由于这次清理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义桥镇上下统一思想，营造氛围，
迅速行动，高效有序推进拆违工作。
针对前期排摸出来的涉污企业和涉
污农业项目，上门做好业主的思想工
作，尽快拆除违章建筑和污染源，以
确保这项工作顺利推进。

（黄坚毅 徐文燕）

衙前“姐妹花雅学课堂”培训传统茶艺

本报讯 近日，衙前镇妇联开展
了“姐妹花雅学课堂”传统茶艺培训
活动。来自镇机关妇女干部、村社及
企事业单位等基础妇联组织负责人
共30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邀请郭馥妮老师授课。她
以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相结合，阐述
了茶文化历史、茶叶分类、茶艺基本
礼仪及基本的茶艺冲泡理论等方面

的知识，并现场演示了茶道礼仪和绿
茶、红茶、乌龙茶等泡制技巧和方
法。参训人员认真学习茶叶泡制流
程，虚心请教茶艺技巧，品尝自己泡
制的茶水。

大家表示，回去后会多多练习，在
茶艺中感悟传统文化，做一名优雅、智
慧、有魅力的新时代女性。

（华兴桥 龚洁）

临浦赴异地学先进取真经

本报讯 近日，临浦镇组织考察
团赴下姜村、龙门镇、楼塔镇考察美
丽乡村、古镇老街建设，拓宽镇村干
部发展思路。

在淳安县下姜村，考察团对该村
建现代农业产业园、鼓励农户利用自
家农宅打造乡村民宿以及发展旅游
经济的做法赞叹不已。在富阳区龙
门镇、萧山区楼塔镇，考察团一行主
要考察古镇古街的建设，譬如龙门

镇，在当地政府精心打造下，保留了
“孙权家族”最原汁原味的韵味，令人
流连忘返；作为省级小城镇样板的楼
塔镇，在古镇老街建设上别有一番

“心意”，古香古色、村容整洁，又不失
现代化气息，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印
象。

考察团成员们纷纷表示，向先进
学习，取到真经，将更有利于临浦加
快发展，比学赶超。

城厢举行
湖头陈社区二期安置房分房工作动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