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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钱塘新区金沙大道月雅
路口，有一箱式小货车不慎撞到路
边的限高杆，限高杆断裂后横陈在
非机动车道和西向东机动车道。
由于当时正处在车流高峰时段，为
使该处西向东道路尽快恢复和确
保非机动车通行安全，钱塘新区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月雅桥中队协警

谢利明立即组织其他队员，一起将
重几百斤的钢管抬移至不妨碍交
通的路基处。

在抬离过程中，谢利明左脚被
钢管所压，造成压迫性骨折。事
后，事故方小货车驾驶员专程送锦
旗至中队表示感谢。

（朱隽苗露）

■记者 郁佳炜通讯员 王利

“阿姨您先拿好，我来给你讲
一下粘鼠板怎么放……”11月5日
上午，下沙街道铭和社区铭和苑桂
雨坊的小广场上，一个流动宣传点
吸引了居民的注意。新区爱卫办
组织的“人人参与除四害，全民共
建健康钱塘”除“四害”公益进社区
活动来到了铭和社区，不仅为有需
要的居民送去了强力粘鼠板和蟑
螂药等“除四害”用品，还详细讲解
了“除四害”等爱国卫生运动相关
知识。

这段时间正是杭州市统一开
展秋季灭鼠的时期。除“四害”公
益性活动将在普及病媒生物防制
知识的同时，营造起病媒生物防制
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的居
民不仅有路过的，还有专程从附近
小区赶来的。工作人员准备的强
力粘鼠板和蟑螂药、耐心细致的讲
解，收获了大家的好评。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工作人员
将走进新区47个社区，提供“除四
害”的专业技术指导。有需要的居
民近期可关注社区的通知消息，明
确具体的时间地点。像在铭和社
区一样，工作人员还会发放免费的
蟑螂药、粘鼠板和除“四害”宣传手
册，发动居民人人动手，清洁家园，
为健康钱塘的建设贡献一份力
量。在每个社区，工作人员都准备
了蟑螂药和粘鼠板，按居民的实际
需求进行发放。

活动不仅在现场分发了用品
和资料，还安排了上门服务。“针
对部分社区有居民反映家里老
鼠、蟑螂等比较多的情况，通过前
期社区报名、实地查看，我们确定
了名单，现在正陆续安排专业的
第三方消杀公司上门提供灭鼠杀
蟑服务。”负责人介绍，“一般都会
去2次，第一次进行全面的消杀，
第二次检查效果做好反馈，保证
服务效果。”

“变型拖拉机行车不确定因素多，交
通安全风险大，且空气污染严重，必须加
强管控、加速退出。”行动有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新区处于建设阶段，交通情况复
杂，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自行动开展以
来，已扣押、报废变型拖拉机56辆，治理
成果显著。

那么，什么是变型拖拉机呢？变型拖
拉机俗称“变形金刚”，和普通货车相比，
变形拖拉机价格低、载重高、驾驶员准入
门槛低，路桥费、保险费、营运管理费等费
用少，且违法成本低。此外，变型拖拉机

的安全性和车辆性能要比货车差，发生故
障和事故的概率大；且由于不在汽车产品
目录里，没有完整的车辆手续，发生事故
也不能得到保险的充分支持。

据介绍，新区目前共拥有变型拖拉机
405辆，其中今年通过年检有316辆。为有
效遏制变型拖拉机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变
型拖拉机淘汰退出步伐，新区印发《关于印
发<杭州市2019年变型拖拉机治理专项行
动方案>的通知》，决定以“压事故、减伤亡、
保安全”为总目标，在新区范围内开展为期
6个月的变型拖拉机治理专项行动。

“变形金刚”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新区开展变型拖拉机治理专项行动

新区交警“最美抬移”护路况

共建健康钱塘同护美丽新区
除“四害”公益活动进社区

老年人健康管理大科普

我家老人
能够享受这项
服务吗？

有 哪 些 面
向 老 年 人 的 服
务呢？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每个家庭来说，老人的健康都意义重大。近年来，
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老年人的健康管理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社会性问题。

现在，老年人健康管理也被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之中，将为老
年群体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健康管理服务。

新区居民A 新区居民B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七）免费
★★★★★

★★★★★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的对象
是哪些人？

新区内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内容包
括哪些?

每年为老年人提供1次健康管
理服务（体检服务），包括生活方式
和健康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
查和健康指导。

●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
评估包括哪些内容?

通过问诊及老年
人健康状态自评了解
其基本健康状况、体
育锻炼、饮食、吸烟、

饮酒、慢性疾病常见症状、既往所患
疾病、治疗及目前用药和生活自理
能力等情况。

●老年人体格检查些什么?
体格检查包括测量体温、脉搏、

血压、身高、体重以及皮肤、浅表淋
巴结与心脏、肺部、腹部等常规检
查，并对视力、听力和运动等进行粗
测判断。

●老年人辅助检查包括哪些?
辅助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

空腹血糖、血脂、肝功能（血清谷草
转氨酶、谷丙转氨酶和总胆红素）、
肾功能（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以及
心电图检测。

●老年人健康指导包括什么?
告知评价结果并进行相应健康

指导。

为确保安全用电，大江东供
电公司在此温馨提示您：

1.雨天出行请不要在电力线
路和变压器下避雨，不要在紧靠
电力线路的高大树木或大型广告
牌下停留或避雨，遇到积水尽量
绕行。

2.电器发生故障、火灾时，切
记先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3.家电不用时请拔下电源插
头，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与损失。

4.请不要在高压线路、配电
设置附近垂钓、放风筝或进行其
他活动，防止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5.安装符合规格要求的家用
漏电保护器或过流保护装置，一
旦出现漏电或用电超负荷，它能

立即切断电源。
我们一直守护您的用电安

全。为更方便更快捷地提供用电
抢修服务，广大电力用户（大江东
区域）可拨打24小时故障报修电
话：

24 小时电力服务电话：
82951000，

低压用户请拨：
义蓬片：51225373

18868400003，
新湾片：51225382

18868400007，
河庄片：51225358

13456800003，
高压用户请拨：

18958080872。

掌上电力（2019版） 浙电e家

钱塘新区大江东供电公司
安全用电温馨提示

■记者 吴宇翔通讯员 李红卫

“师傅，请靠边停车。”昨
日上午10时，由公安交警、
城管执法及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街道农机工作人员组成
的联合执法小组在“变型拖
拉机治理专项行动”中，于江
东大道与梅林大道交会口，
拦下了一辆牌照缺失的变型
拖拉机。

7日一场秋雨过后，8日的天气立马
转凉，11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冬，冬季也自此正式开始。

秋雨是冷空气带来的，根据气象台
显示，6日起一股寒流席卷北方，但在南
下的过程中逐渐式微。受其影响，昨日
起，我省开启较弱的降温过程，今日杭州
最低气温将跌破个位数，在8-9℃左右，
最高温度在19℃左右，随后一段时间最
低温度也将在10℃上下。

从短期天气预报来看，昨天夜里到

今天，全省多云到阴，部分有时有小雨。
8日杭州多云到阴，局部有小雨，下午起
转多云到晴。

最近也是感冒易发的时节，干净整
洁的环境和清新流通的空气都有利于降
低感冒几率，体质较弱的朋友们要特别
注意加强自我保护。

概而言之，近段时间气温降低、天气
阴凉，感冒频发，请做好保暖工作。

立冬过后草木凋零，蛰虫休眠，万物
活动趋向休止，在中国民间有立冬补冬

的说法。天气寒冷，应该多吃一些温热
补益的食物，这样不仅能使身体更强壮，
还可以起到很好的御寒作用。谚语“立
冬补冬，补嘴空”就是最好的比喻。

有医院专家提醒，在此时节，公众要
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心血管等疾病
发生；注意均衡饮食，多吃一些滋阴潜
阳、填精补髓的食物，如牛肉、羊肉、鲫
鱼、乌鸡、莲子、赤豆等，同时还要多吃新
鲜蔬菜和水果，既能补充维生素，也能提
高抵抗力。 （文/李均晓 摄/陈浩杰）

今日立冬，寒流将至，注意保暖当心感冒

根据联合执法小组部署，行动从加
强源头严查管控着手，在做好拖拉机信
息排查摸底后，进一步核实和完善拖拉
机信息；严格牌证管理，依法停止存量
管理变型拖拉机转移、变更和抵押登
记,按规定停止上道拖拉机驾驶证件考
试、发证；严格年检工作，落实“谁检验、
谁签字、谁负责”责任机制，严把拖拉机
年度检验关。在此基础上，农发中心与
相关街道还要共同实施好中央农业机
械报废更新补贴和省级高耗能农业机
械报废补贴政策，及时做好拖拉机年度
报废计划、回收销毁监督、报废补助资
金审核工作。

除了加强源头把控外，联合执法队伍
还需每周开展不少于一次的路面执勤执
法行动，将变型拖拉机整治作为交通安全
防护的重点工作，查处假牌、套牌、逾期未
检验、改装和驾驶人无证驾驶、准驾不符
等违法行为。

“‘两站两员’（即交通管理站、交通安
全劝导站和交通安全员、交通安全劝导
员）也是重要的管理力量。”据有关工作人
员介绍，新区农村地区组建的“两站两员”
在节假日、民俗活动日等重要时间节点，
也会围绕出镇出村路口、农村道路施工路
段等重要道路节点，开展交通安全劝导和
宣传。

据了解，为巩固执法行动成果，新区
还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月”、农机安全
宣传“进农村”“进企业”及道路交通安全
警示教育培训活动，通过专题学习、主题
宣传、安全检查等形式，提升广大农机手、
相关企业单位的安全意识，并通过农民信
箱、微信群等信息平台，向重点驾驶人点
对点推送警示案例和安全提示。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集中治理
行动，并及时巩固总结经验，把新区打造
成变型拖拉机治理先行区而努力。”行动
有关负责人补充道。

多措并举打造治理先行区

是“变形金刚”亦是“马路杀手”

2019年是杭州钱塘新区成立第一年，
也是前进街道成立十周年，为进一步展示前
进街道十年来的发展成果，特举办“壮哉钱
塘·美哉前进”摄影大赛。

一、活动主题
1.铿锵前进：展示前进街道通过思想政

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党风
廉政建设，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战斗
力”，上下一心的“凝聚力”。

2.活力前进:展示前进街道推进产城融
合，着力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业聚
人，着力聚焦前进街道的重点产业、龙头企
业、企业服务等内容。

3.美丽前进：展示前进街道开展环境提
升工作，体现环境美、功能美、生活美和产业
美，推动形成街村融合、全域美丽格局，展现
前进街道生态乐民环境美、设施便民功能
美、共享惠民生活美、兴业富民产业美。

4.幸福前进：展示前进街道为老百姓解
忧，实施民生工程，展示街道在环境综合整
治、公共卫生服务、五水共治、智慧城市管
理、“最多跑一次”、教育配套、“美丽乡村”打
造、文化体育活动、交通配套、基层管理等等
方面的工作。

5.平安前进：展示前进街道依托“平安
建设大会战”建设，通过社会治安立体防控
体系、开展专项治理，开展“数字村社”工程
建设等工作，努力建设平安前进。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杭州钱塘新区前进街道
承办单位：杭州钱塘新区摄影家协会（筹）
协办单位：杭加新闻、小时新闻、钱塘新

区发布、钱塘新区报
三、截稿时间
2019年11月30日24:00（以收到作品

时间为准）。
四、参赛对象
广大摄影家、摄影爱好者均可投稿参加。
五、奖项设置
一等奖2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 5

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8名，奖金：1000
元;优秀奖30名，奖金：300元

六、征稿细则
1.本次大赛作品要求：具有表现前进街

道成立十年以来在经济发展、自然环境、文
化体育、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成就，主题
新鲜、真实准确、情节生动、意境深邃，。

2.本次大赛不收纸质参赛作品，作品需
提供图片电子文件，参评作品Jpg格式不低
于5M，提供电子文件像素达不到要求，视作
自动放弃获奖奖项。投稿作品请以邮件附
件的方式报送，作品文件名请按照“作者+联
系电话+作品名称”的格式标注，投稿邮箱：
hedaphoto@163.com；

3.本次参赛作品不能在其他比赛中获过
奖，作品须在一年内拍摄（历史跟拍题材除外）。

4. 每位参赛者报送作品不超过 5 幅
（组），超出数量的投稿作品无效，单幅、组照
不限，组照每件限4-8幅；

5.拍摄作品形式、风格不限，彩色黑白
均可，须原创作品，改变原风貌的电脑合成
作品视为无效；

6.本次活动不收费，所有作品一律不予
退还，主办方对所有作品有使用权。主办单
位有权在相关活动中使用获奖及入选作品
（包括相关画册书刊的出版、展览、专题影视
节目、专题CD、专题网站等相关非赢利行
为），不再另行支付稿酬。

7.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送作品的作
者，并对该作品的整体及局部均拥有独立、
完整、明确、无争议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
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
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
权益。对于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品及行
为，将取消入选资格。不符合本征稿启事规
定的，不能参加评选。

七、作品评选
由主办单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选。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杭州钱塘新区管委会前进街道
联系电话：882106680
联系人：杭州钱塘新区摄影家协会（筹）
联系电话：82987167

2019年11月7日

“壮哉钱塘·美哉前进”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