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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由我公司施工的中国工农红军研究中心室内装修工程于2015年6月

20日竣工验收合格，现已于建设单位淳安县党史办结算完毕。请涉及本工

程所有劳务班组的各位工友、材料供应商和相关债权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之内到我司进行对账结算、领取应付款项，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请相

互转告！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芦洲大道

联系人：鲁工15990006696

江西茂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记者观察

记者
··

何柳青
···

这几天早晚温差大，忽冷忽

热让市民直呼受不了。记者从各

个医院了解到，最近门诊感冒、咽

喉痛的患者有所增多。

早晚注意增添衣物

俗话说“白露身不露”，白露

过后天气冷暖多变，特别是早晚

更是添了几分凉意。“医生帮我看

看是不是感冒了，喉咙吞咽东西

的时候有点痛。”一大早，市民郑

女士急匆匆赶往县一医院就诊，

原以为自己来得够早了，没想到

挂号的已超过十几人。郑女士

说：“由于晚上睡觉贪凉没拉窗

帘，还开着电扇，早上起来头疼喉

咙疼，本以为过一天能好，没想到

今早爬起来更难受了。”

随着昼夜温差渐渐加大，在

朋友圈经常能看到谁家的孩子感

冒发烧，哪个人又头疼感冒了。

白露过后气温变化大，市民注意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

物。晚上睡觉时切勿贪凉，盖好

薄凉被，若要开窗应拉好窗帘，避

免窗外凉风直吹，同时加强身体

锻炼。特别是体质较弱的老年人

和小孩抵抗力差，易感染病毒，家

里人注意多多关注。

感冒也要小心心肌炎

记者从县一医院心内科了解

到，若在感冒后出现胸闷乏力等

症状，要小心病毒性心肌炎。人

体免疫力下降后，病毒就会乘虚

而入，侵入呼吸系统，造成感冒。

病毒从血液流经心脏，如果攻击

心肌细胞，造成心肌局限或弥漫

性的急性或慢性病变，这就是心

肌炎。

县一医院医生告诉记者，

“如果患者在感冒后1到3周内

出现心跳加速、早搏（感觉心跳

停了一下又接着跳）、心前区闷

痛、气促、活动后疲乏无力，或者

呼吸道感染2周仍没有治愈，特

别是患病期间有发热症状，应警

惕心肌炎，及时到医院就诊。”此

外，小朋友若连续几天萎靡不

振，食欲不佳，特别是1～2周前

得过感冒的小朋友，家长也要多

加注意。

那如何预防心肌炎呢？医生

介绍，要保持愉悦的心情，不熬

夜，保证充足的睡眠；经常锻炼身

体，提高身体免疫力。同时，感冒

后要注意休息，如有心脏不适及

时就诊。

记者
··

何柳青
···

通讯员
···

童丽萍
···

近日，阳光社区工作人员

接到居民反映，金色阳光4幢2

单元疑似煤气泄漏，味道很浓，

物业立即联系杭州胜嘉利燃气

公司前来抢修。

在抢修现场，社区与物业

紧急设立警戒线、张贴通知，告

知居民注意安全，勿乱丢烟头

等危险物。据了解，此次燃气

泄漏主要是由于地基沉降，燃

气主供气管被拉开造成泄漏，

所幸处理及时，未发生安全事

故，小区恢复供气。

燃气公司提醒居民，若发

现燃气泄漏，应迅速打开门

窗，让燃气散发，降低室内燃

气聚积。及时关闭表前阀门，

切断气源，不让燃气继续泄

漏。此时切勿触动任何电器

开关，并到室外安全地点拨打

电话，等待专 业人员前 来

处置。

记者
··

邵建来
···

通讯员
···

邵夏
··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间遇到矛盾，双方都应沉

下心交流沟通，切莫一时冲动

伤了和气。近日，千岛湖镇某

社区的王先生和贺女士因为乱

放装潢垃圾引发了纠纷，最后

双方来到社区人民调解室请求

调解。

今年2月份，贺女士家里

重新装潢，叮叮咚咚弄了两个

月，装修产生的垃圾便放置在

楼道口，由于堆放在公共区域，

王先生一家出行也变得不方便

了，“本以为她装修好就会将垃

圾清理掉的，没想到，她家装修

完成后，这堆装潢垃圾还放着，

算算时间有一个多月，一副听

之任之的样子。”王先生有些气

愤，多次找对面的贺女士沟通，

希望尽快将垃圾处理掉，但是

贺女士却认为王先生没有权利

来说三道四，结果双方争执起

来，差点动起手。

经过实地调查，调解员召

集双方当事人当面调解，同幢

楼的楼上楼下住户一起参与，

经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调解

协议，王先生帮助贺女士在一

个星期内将装潢垃圾清理完

毕，贺女士支付给王先生一定

的报酬，之后大家都不可以将

垃圾放置在公共区域。

调解员表示，市民应自觉

文明投放垃圾，不仅社区、物业

要劝导，希望居民把垃圾分类好

处理好，让楼道干净、消防通道

畅通，邻里之间的关系才会更

融洽。

百姓呼声

刘云海
···

作为中国的传统习俗，乔迁、婚

丧嫁娶、添丁庆寿等原本是再正常

不过的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应

有之义，但在各地，这些风俗被异

化、成陋习的情况却常有发生，讲排

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等现象也比比

皆是，在民间备受诟病。移风易俗

工作显得如此迫切而必要。不过，

在笔者看来，移风易俗任重道远，需

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一是走好“监督整治”这条

腿。不可否认，在移风易俗问题

上，还存在很多的“绊脚石“和“拦

路虎”，相关部门一定要有“零容

忍”和“敢啃硬骨头”的意识，一抓

到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二是走好“正能量引领”这

条腿。做好陈规陋习整治工作，

也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正能

量引导。如前段时间绍兴市民

政局就在辖区内推出了“婚事雅

办”系列服务，组织市民签订《婚

事雅办承诺书》，并由领导为结

婚夫妻颁发结婚证和光荣证，当

地相关部门还为新郎新娘举办

集体婚礼，让新郎新娘们在温情

关怀和浪漫婚礼中落实“婚事雅

办”；再如一些地方，对于丧事简

办的家庭进行补贴或奖励，并评

选文明家庭，上墙表彰等等，也

值得肯定和借鉴。

人情诚可贵，陋习需革除。

移风易俗节约下来的是金钱，保

留下来的是真情。期待在“两条

腿走路”下，陈规陋习必破除，文

明新风终树立。

淳安农商银行秉持服
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宗
旨，持续深化普惠金融，逐
户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宣讲金融知识，解决
金融需求，助力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

通讯员 余康平

记者
··

邵建来
···

通讯员
···

徐虹
··

9月6日上午，县一医院医

共体威坪分院医生王凤坚和助

手来到横塘村，为村民王发有

做例行检查。

王大伯今年55岁，去年不

幸高空坠落成了植物人。经过

全方位评估，王大伯成为威坪

镇首个享受“家庭病床”服务的

病人，于今年年初正式建床，接

受医生入户护理。

随着分级诊疗试点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不断的推广，患

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服务。借助医共体建

设，威坪分院推出“医生上门看

病，病床可搬回家”的“家庭病

床”模式，通过上级医院医生把

关，家庭医生进行巡床、记录病

程、更换鼻饲管等基础护理，使

病人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住院

服务。

“家庭病床模式主要适合

病情较为稳定，可在家护理以

及一些患慢性疾病需长期治疗

的病人。”医生王凤坚表示，针

对居民偏爱中医服务的特点，

威坪分院在诊疗过程中还推出

针灸、推拿、按摩、理疗、刮痧等

中医康复服务，让“家庭病床”

照料越来越细致。

“家庭病床”试点工作自今

年年初正式开展以来，威坪分院

已开出两张“家庭病床”，今后有

需要的病人可以向自己的家庭

医生进行申请，在通过专家评估

后便可实现“在家住院”。

病情稳定
可以在家住院

垃圾乱放
引发邻里矛盾

燃气泄漏
注意使用安全

早晚温差大
感冒当心患上心肌炎

移风易俗要学会“两条腿走路”

普惠走访
助力“小微”

因杭州市淳安县桥北综合供能服务站即将启动，该项目地处千岛湖进

贤湾养生社区F-4东侧（千汾线K1+800处,进贤湾隧道旁）,地块内现有三

座坟墓,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现就该地坟墓搬迁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1、公告地址：千汾线K1+800处，往千岛湖方向左侧山坡处。

2、内容：凡上述地块内地所有坟墓的搬迁。

3、搬迁时间：从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9月20日止。请相关户主及时

与我委联系，在规定时间内自行迁坟完毕，逾期不搬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65025025

浙江省淳安千岛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二O一九年九月十一日

坟墓搬迁公告

停 电 预 告

9月12日

9月13日

9月14日

9月15日

9月17日

9月18日

9月20日

7:00-10:30
7:00-12:00
7:30-13:30
7:00-15:00

7:00-10:30

12:30-17:30

7:00-12:00

12:30-17:30
7:00-9:30
7:00-12:00
8:00-13:00
7:00-17:00
7:30-14:30
7:00-17:00

淳安县瑶山乡富岩村课上、课坪自然村
淳安县汾口镇赤二村
淳安县姜家镇马凹里村
淳安县鸠坑乡乳洞村乳洞配变、休宁
淳安县瑶山乡贡坑村胡村、邵家、塘脚畈、贡坑、五亩头、直坞
里、水库脚

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中学、地税局一带（杭州千岛湖滨江希
尔顿酒店、淳安县水务有限公司、安县地方税务局、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淳安千岛湖建设集团、淳安千岛湖富城
竹制品厂、淳安县千岛湖镇青溪初级中学、淳安县环境保护
局）

淳安县千岛湖镇希尔顿酒店一带（千岛湖镇政府、滨江1号、2
号、滨江3号、4号）
淳安县千岛湖镇希尔顿酒店一带（希尔顿酒店）
淳安县汾口镇荷塘村
淳安县汾口镇前门新村
淳安县千岛湖镇（千岛湖大道3号）
淳安县汾口镇枫林坞村
淳安县姜家镇爱可环保专变
淳安县汾口镇祝家村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公告单位：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9月11日

序号

1

2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
记证明号

淳房权证千岛湖镇字
第235756号

淳安国用（2014）
第001516号

权利人

杭州久大置业
有限公司

杭州久大置业
有限公司

不动产权利类
型

土地和房屋等
建筑物

土地

不动产坐落

淳安县千岛湖
镇开发路68号

千岛湖镇开发
路68号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