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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城市 大美永康

文明创建进行时文明创建进行时

□记者 潘燕佳

本报讯 19 日，西城街道组织力

量对东街经济合作社东街新村区块开

展拆除乱搭乱建暨清障行动，进一步

加强环境治理，改善居住环境。

此次拆除的 13 处乱搭乱建已有

10 余年历史，此前因各种原因，拆除

工作一再搁置。此次新任党组织班

子上任后，第一件事便将该区块乱搭

乱建拆除工作提上日程，并动员村两

委、党员干部上门做工作。一次上门

没人在就两次、两次上门不在家便电

话联系，直至将通知到每个人，遇到

不理解的社民，耐心地向其解释拆除

乱搭乱建的原因以及拆除工作对“创

文”的重要性。经过 20 余天不懈努

力，13户社民都同意拆除。

“此次行动也是‘选中干，干中

选’的重要表现，新老班子都积极行

动，用自己的一份力助力‘创文’。”东

街经济合作社书记吴福良说，社民看

到此次“创文”工作的力度之大、强度

之强，纷纷表示支持他们的工作。

因拆除的违建都集中在江边，

该社打算拆除后重新安装栏杆，打

造成小区居民休闲散步的游步道。

当日，西门社区也对永拖路42号

职工宿舍内乱搭乱建进行拆除。西门

社区居委会主任陈晓艳说，社区工作

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该区块

乱搭乱建现象非常严重，但其又无法

自行拆除，为此西门社区组织力量对

300平方米的违建进行拆除。

西门社区积极开展完善垃圾分

类、整治占道经营、规范划分停车位

等多项行动；周塘经济合作社以换届

助力“创文”，47名新上任的社民代表

以实干彰显担当，；紫微社区联动共

建单位高频率高质量开展“创文”宣

传整改行动，提升社区“创文”氛围；

西山社区对标创建标准，通过“地毯

式”自查发现问题、整改问题⋯⋯西

城街道各村社新任党组织班子成员

以上任就“奔跑”的态度，将“创文”工

作作为“开门一件事”的切入点，交出

“干中选、选中干”的高分答卷。

拆除历史违建 改善民居环境

西城街道开展乱搭乱建清障活动

□记者 吕鹏

本报讯 超人气创造营女团 big

face、潮幻金属音乐节、抖音7.6亿流量

女王郑美丽⋯⋯20 日上午，在振奋激

昂的鼓乐欢腾中，集购物、休闲、娱乐、

体验、文化为一体的购物中心——永

康宝龙广场盛大开业。

据了解，永康宝龙广场位于解放

路，毗邻永康中学和南龙广场，项目总

体量 35 万平方米，包含 6.3 万平方米

购物中心、LOFT 城市公寓、住宅及主

题商业街。截至目前，永康宝龙广场

入驻品牌商已达 200 余家，涵盖了零

售、儿童用品、餐饮、体验、超市、影院、

健身房、拳击、电玩等全业态，其中 60

余家为首进品牌商家，包括海底捞、上

影国际等，颠覆传统的电玩城——部

落酷玩、引领生鲜绿色消费的永辉超

市等国际国内一线品牌。

开业现场，除了有精彩纷呈的表

演外，永康宝龙广场还联动场内所有

商户，为消费者准备多重好礼：餐饮服

饰 5 折、1 元爆品马上拍、小米电视整

点抽、千件温暖冬被、千瓶金龙鱼油满

就赠等数十钜惠。

“永康宝龙广场作为宝龙商业在

浙南区域开业的第二个项目，将秉承

‘让空间有爱’的企业使命，怀揣着有

爱的心为市民带来更优质的体验。”永

康宝龙广场总经理喻庆表示，永康宝

龙广场会用最新、最全、最潮的商业体

验，在充分演绎“宝龙特色、永康味道”

的同时，也打造出永康购物中心的全

新标杆，为永康的经济繁荣、城市发展

作出更大的贡献。

宝龙广场开业
入驻商达200余家
60余家为首进品牌商家

□记者 陈慧

本报讯 19 日，我市在龙山镇桥

头村荷岭坑举办今冬明春森林消防工

作部署会暨 2020 年全市森林消防技

能比武大赛，以赛促学加强森林防灭

火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我市 16 个镇

街区和市林场各派出 1 支森林消防代

表队，每队各 15 名队员及若干替补队

员参赛。

据了解，我省 11 月全面进入森林

防火期，该时段历来是森林火灾高发

多发期。相较于往年同期，我省今年

11 月 1 日至明年 4 月 30 日降水量偏

少，平均气温偏高。此外，下半年进山

进林农耕、旅游等活动显著增加，野外

火源管控难度大。而前期较为平稳的

森林防灭火形势同样容易让人产生麻

痹，导致管理措施松懈，森林防火工作

形势严峻。

当日比赛共安排了负重越野、风

力灭火机使用技能、高扬程森林消防

泵引水灭火技能 3 大项目，以代表队

为单位开展交叉赛。以负重越野比赛

为例，每组参赛队员身穿桔红森林消

防阻燃服、防扎鞋、消防头盔，分工背

负水泵、森林消防风力灭火机等消防

器材，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越野赛的队

伍获胜。前仓镇森林消防队代表队队

长李珊珊说，比赛为队员们提供了切

磋共进的平台，队员们也都积极准备，

希望能够赛出佳绩。

此次活动共赛出一等奖2名、二等

奖3名、三等奖3名、优胜奖9名、三个

单项第一名 3 名。其中龙山镇和古山

镇代表队获一等奖，芝英镇代表队获负

重越野比赛、风力灭火机使用技能比赛

第一名，龙山镇代表队获高扬程森林消

防泵引水灭火技能比赛第一名。

当日活动还提出，森林防灭火工

作是涉及安全、发展、民生的大事。在

比赛的同时，各镇街区、各部门要坚持

底线思维，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压实

责任，层层传导，切实做到山有人管、

火有人防、责有人担。同时要进一步

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设施建设、加强森

林 防 灭 火 应

急 救 援 队 伍

建 设 及 值 班

值守，切实做

到以火为令、

快速反应，确

保 关 键 时 刻

能有效应对。

□记者 徐灿灿 通讯员 李夏翊

本报讯 近日，在城西新区西周路

步步升别墅门厂附近的带电作业区内，

两台“小黄车”绝缘斗缓缓升至10米高

空。市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作业人员

有条不紊在六根导线上装设了两个三

角支架和一副绝缘支撑架，开展 10 千

伏鹰鹏 K857 线、乔鹏 K866 线同杆双

回线路开展带电立撤杆作业(如图)。

期间，步步升门厂精工生产线如同往

常一样平稳运行。经过 5 小时的不间

断作业，带电作业人员顺利完成原电杆

的带电撤除工作，标志着此次双回三角

排列线路上的带电立撤杆作业取得了

圆满成功，这在金华市实属首次。

“10 千 伏 鹰 鹏 K857 线 和 乔 鹏

K866线属于同杆双回线路，沿线专变

用户较多，两条线路负荷总容量达

7480 千伏安。由于工厂生产需要，提

出迁移电杆要求，但是由于双回三角

排列线路线间距离小，缺乏专业工器

具，无法在电杆移动过程中有效解决

导线相间距离不稳定、误触导线等问

题，目前金华市乃至全省对此类作业

都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案。”市供电公司

带电作业班班长于鹏介绍。

据悉，省内已建成中压配电网中，

双回三角排列线路在双回路线路中具

有一定占比，仅金华就约有 30%。为

攻克此类线路带电作业难题，今年 4

月起，市供电公司成立技术公关团队，

自主研发省内首套双回三角排列线路

带电立撤杆工具。该工具由绝缘横

杆、三角撑杆、横担遮蔽罩三物件构

成，可以可靠固定导线，确保导线保持

安全距离，消除作业过程中相间安全

距离不足、相间导线容易误触等安全

隐患，作业安全系数得以大大提升。

“永康供电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

立撤杆工具，不停电完成双回三角排

列线路的立撤杆工作，这在金华市是

首创，而整个作业过程下来，每道工序

流程都操作合规、标准，真的很不容

易。”金华公司带电作业中心负责人在

观摩了作业全过程后给予充分肯定。

据了解，在永康首次试点应用成功后，

金华公司带电作业中心和市供电公司

将组织技术交流会议对新工具、新工

法进行演示推广，进一步提高金华市

带电作业技术水平。

今年以来，市供电公司坚持“不

停电就是最好服务”理念，积极拓展

配网带电作业新项目、提高全地形作

业覆盖率，截至 10 月底，已开展配网

带电作业 1734 次，同比增长 19.26%。

在金华市首次完成双回三角排列线路带电立撤杆作业

市供电公司攻克线路带电作业难题

9 月 17 日，花街镇三明村房
东徐某康、石柱镇下里溪村房东
陈某玲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
息，被警方处以1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
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在房屋出租或停租
时，房东应该在三个工作日内报
送流动人口承租或离住信息。

9月17日，石柱镇流动人口李
某君、李某媚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
信息，被警方各处以5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
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
记条例》，新到我市居住三天以上的
流动人口应该在三天之内主动申
报居住登记。

9月17日，古山镇世雅上街村
永康市吉涛塑料模具厂，芝英镇金
铜路永康市索星特工贸有限公司、
万金大道永康市新起点纸制品有
限公司、永康市轩冉工贸有限公司
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
处以1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温馨
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条例》，用人单位在录用或解聘
流动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天之内
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信息。

扫一扫 看视频

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确保关键时刻有效应对

我市森林消防技能比武赛出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