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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简讯

2017百村行 40

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村金惠路1—2层商铺
九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兹定于2017年7月28日下午14:30在萧山区高运
汇丰大厦2楼（北干街道招投标中心）会议室公开拍卖萧
山区北干街道金惠路372-382号（门牌号为双号相连）
1-2层商铺（其中1层为金惠路372、378、380、382号，
金惠路374、376号为公共通道，建筑面积802.57平方
米；2层为金惠路376号，建筑面积908.25平方米）建筑
面积1710.82平方米9年租赁权，起拍价89万元/首年，
竞买保证金60万元。

上述标的有业态限制，租金1年一付、先付后用，租金
每3年递增5%，履约保证金20万元，2018年1月1日前
为免租金装修期，标的现状为在租，原承租户享有同等条
件下的优先承租权。

一、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展示、报名时间：2017年7月26、27日（9：00—16：

00）止。报名须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材料（自然人须
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单位须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之外工作人员参加

拍卖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凭交款凭证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竞买保证金交入账户：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银
行 ：农 业 银 行 延 安 路 支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19—036101040016242。竞买人须以本人名义交纳竞
买保证金，保证金须以银行转账、电汇、银行汇票等非现金
方式交纳，交纳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单凭证上注明“城北村
保证金”，保证金须于2017年7月27日16:00前交入上
述账户，不计息。

咨询、报名地点：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村金惠路296
号1楼业务大厅

联 系 电 话 ： 13656676677 13567157080
0571—85108026

相关信息查阅请登录下列网站：www.zjspmh.com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

0571—83899063
浙江省拍卖行有限公司

杭州佳联资产拍卖有限公司

7 月 18 日 9∶00-19∶30 停前垦 962 线

92#杆后段、廿围061线156#杆后段改造工程

（国通）廿围061线线路改造：大洋庄园（三）、特

种水产（一、二、三）、党山（南）垦种、农机水利

（一、四）、义丈(西)垦种、钱江、党山群益村、新湾

前峰村、义蓬义盛村、义蓬新益村（二）、义蓬火

星村、新湾萧东村（二）、灯塔村经济联合社、新

庙前村村民、河庄垦种、新湾萧东村（一）、义盛

第二养殖场一带；13∶30-14∶15停110KV义

盛变义盛678线义街分线01#杆开关--15#杆

开关调后埠线送：蜜蜂安置区块、义盛街道、义

盛村、建材厂、翔昊纺织、第四人民医院（三）、建

盛化纤制造、恒通毛纺、宝明布业、荣盛蔬菜、祥

丰纱线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萧靖

打造整洁优美的人居环境，让百姓
生活得更舒适更幸福。从今年3月中旬
开始，靖江街道掀起了一场环境卫生整
治会战，以治理垃圾乱扔、杂物乱堆、车
辆乱停、占道经营、保洁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为重点，通过环境卫生提升攻坚行动，
推动城乡面貌显著变化、居民生活环境
切实改善。

自环境卫生提升攻坚行动“战役”一
打响，靖江街道就迅速行动起来，制定了
《践行“十个不”文明公约、共建洁美家
园》《落实“门前三包”、打造美丽靖江》倡
议书，通过广播、“萧山靖江”微信公众
号、滚动阅报栏、宣传单、流动宣传车等
形式对街道居民群众及集镇商铺各经营

户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街道还在集镇主
要道路及人流密集场所张贴标语等，引
导村民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到环境卫生提
升攻坚行动中来。

为了卓有成效地抓好这项工作，靖
江街道通过层层分解目标任务，村（社
区）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村干部具体
抓，联村干部深入参与，各村党组织、团、
妇积极配合；市场、市容、清洁办等相关
职能部门加强工作巡查和督查指导，按
照整治要求，街道清洁督查办每天上午、
下午对职责区域的卫生状况进行检查，
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导督促，要求整改
到位。同时，联系电话持续24小时畅
通，确保问题矛盾及时得以解决，上下联
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有力推进了整
治工作的顺利完成。

在环境卫生提升攻坚行动过程中，老
百姓的环境卫生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发
生变化。村容变得更加整洁，村民也养成
了良好的卫生习惯。“现在地上干净了，再
随便扔垃圾就难为情了。”一位村民告诉
记者。类似细微的变化，折射出群众生活
习惯的改变。“环境立镇”理念深深根植于
老百姓的心中，随意乱扔垃圾的少了，自
觉维护环境卫生的多了；随意践踏绿化的
少了，主动增绿护绿的多了。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环境是
生产力，也是竞争力。靖江街道深谙这
个道理，通过紧密结合环境综合整治、最
清洁城乡等工作部署和要求，以集镇店
铺、农户房前屋后、村庄周边以及道路沿
线为重点，集中开展了清理垃圾、治理车
辆乱停、乱堆乱放等综合整治行动。自3

月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各村（社区）共发
动近5000人次参与农村环境卫生综合
整治活动，街道清洁办发出环境问题抄
告单477份，清理卫生死角356处，整治
占道经营48处。整治过程中，各村（社
区）工作方法多样，亮点纷呈，机械人工
合力，全面清理历史沉积垃圾；刷墙面补
绿植，破旧墙面变身“文化墙”。

在坚持“环境立镇”理念不动摇的战
略下，在卓有成效的行动力下，靖江街道
交出了一份让老百姓满意的答卷：今年
萧山区“最清洁城乡”工程竞赛第一、二
季度成绩排名中，靖江街道分别位列全
区第三名和第一名。垃圾乱扔、杂物乱
堆、车辆乱停、占道经营、保洁不到位等
突出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宜居宜业的
新靖江扑面而来……

靖江掀起环境卫生整治会战

空港“后花园”颜值再提升

■文/摄 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来静怡

在蓝天白云、大片绿植的映衬下，益
农镇群英村文化礼堂的古韵更加凸显
了：白墙黛瓦，木质长廊，精工雕刻，再配
上中国结造型的灯饰，让文化礼堂显得
大气、典雅。

“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益农也有这
么好的文化礼堂，一到晚上，别提有多热
闹了。”村民们在前几年，想都不敢想，

“豪华版”的文化礼堂会搬到家门口。

从“身有所栖”到“心有所寄”

群英村在萧山的最东端，是镶嵌在
南沙大地上的一颗明珠。村庄并不是很
大，经济上和周边的村庄相比，也算不上
发达，但在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上，却一
点也没有落下。

2015年，村里开始动工建设文化礼
堂。怎么建？如何建？动工之前，党总
支书记周明祥带着村干部到上虞、绍兴
等地“取经”，看别人的文化礼堂都是怎
么建，怎么管的。

“农村就要有农村的特色！”这是群
英村给文化礼堂贴上的“标签”。于是，
黑白辉映的马头墙，古朴有致的文化廊，
错落有致的“绿景观”，让人一下子被群
英村清新淡雅、古朴宁静的感觉所吸引。

“你看，两边是文化长廊，前面这个
是戏台子，广场上容纳千人左右一点不
成问题。”村党总支副书记陈永康介绍
说，现在，夏日的晚上，这里都是纳凉休

闲的村民，有跳排舞的，有打球的，有散
步的。而且每逢节假日的时候，村里总
会组织一些文化下乡或者戏曲表演等，
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展示围垦精神 打造特色小村

在文化广场的对面，还有两幢同样
古色古香的建筑，一幢布置为道德讲堂，
一幢一楼可以搞大型的室内活动，二楼
则是“村史馆”。

圆形拱门，木质门窗，虽然“村史馆”
还没布置完整，但那浓浓的韵味已经呈
现。“目前，我们在村民家中搜集一些东
西作为展览用。”陈永康表示，再过不久，
在村史馆不仅能够看到群英村的村庄历
史演变，也能够看到围垦用具、农耕器具
等。“我们这里原先都是滩涂，就是因为
围垦才有了现在的村庄，围垦的精神值
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在群英村文化礼堂，
还有一块大大的党员宣誓墙。在刚刚过
去的“七一”，益农镇的党员代表就集聚
在此，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

目前，群英村正在忙着制作墙绘，以
这种简洁明了的形式，让村民了解治水、
美丽庭院、传统美德、法律常识等。“以
后，我们还要在村口设立村庄示意图，在
各路口设立标识，让更多的人走进群
英。”对此，村里正在一步一步实现蓝图。

群英村：文化礼堂“高配版”让村民“心有所寄”

日前，新街小候鸟夏令营的小朋友
们在浙师大初阳学院志愿者的带领下
来到新街科创园，体验VR。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应长根 摄

小候鸟体验VR

本报讯 日前，浦阳镇团委与浙江工业
大学团委联合开展了“奉献青春活力，助力
五水共治”暑期社会实践，浙工大“大禹治
水分队”一行前往浦阳镇进行剿灭劣Ⅴ类
水实地调研，学习当地优秀治水经验。

浦阳镇辖区内河道众多，治水压力大、
任务重。通过“全区首推塘长制，创新小微
水体治理模式”，层层分解治水任务，落实
治水责任以及一系列的治水措施，目前已
取得阶段性成果。“此行大禹治水分队”的
同学们先后实地走访了紫湖新开河、尖湖
河以及杨树池和庙池等，深入了解治水工
作情况，感受剿灭劣Ⅴ类开展之后，水清岸
绿景美的河道新貌，同学们纷纷感叹，“浦
阳治水处处出实招，招招出奇效。”

据悉，自剿劣攻坚战全面打响后，浦
阳镇团委集合学校、卫生院等单位的基层
团员青年组建“浦阳青年治水小分队”，定
期不定期对小微水体、池塘、河道开展巡
查走访，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过镇“治水
工作群”微信平台进行曝光，力促整改。

（黄俊男 吴洁 童志辉）

浦阳镇团委开展
大学生巡河活动

本报讯 日前，瓜沥镇召开安全生产
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专题分析、排
摸现阶段辖区内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提出
问题整改、解决方案，全力打造平安瓜沥。

会上，该镇各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
位结合各自实际，列举了近阶段辖区内道
路交通事故高发和隐患排查工作、高层房
屋和在建工地消防安全工作、企业消防安
全和“三合一”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等四
大类共7个方面的安全隐患问题，并一一
商讨提出了整治问题根源的相关对策。

据悉，为把安全工作推向纵深，今年
初，瓜沥镇针对实情，创新实施了镇安全
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每月定期
不定期召开安全工作“圆桌”会，截至目
前，已解决各类影响安全的突出问题50余
个。 （邵福勤 周婷）

瓜沥召开安全工作“圆桌会”

本报讯 日前，宁围街道召开2017年
征兵动员大会，各村（社区）书记、民兵连
长、联村干部参加会议。会议对今年的征
兵工作进行了部署。

根据区人民政府、区人武部的预告，
今年宁围街道征集新兵任务数为24名。
街道要求，各村（社区）要高度重视，做好
宣传动员工作，主动上门帮助家庭算好政
治账、经济账、成长账和就业账，增强应征
青年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注重征兵质
量，严格落实各项流程，为部队输送高质
量兵源。宁围要以保证新兵质量为核心，
本着规范程序、严格把关的原则，力求在
征集新兵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到
100%，圆满完成新兵征集任务。

7月21日-22日早上6点半前，宁围
22个村（社区）符合2017年夏秋季征兵条
件的应征青年将参加进站初检，初审时间
为7月15日至8月3日，正式体检时间为8
月6日-7日。 （何文静 娄玲）

宁围召开征兵动员大会

本报讯 正值暑假，蜀山街道共有13个
村（社区）和1个企业组织开展假日学校活
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

日前，蜀山街道沈家里社区暑期假日
学校正式开班，30名学生准时来到社区参
加开班活动。11日，街道妇联在亚太集团
快乐驿站开展了一堂“小小手艺人”手工
糕点体验课，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以及帮
助下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定制糕点。

这些只是蜀山街道村（社区）和企业
组织开展假日学校活动的一个缩影。据
统计，13个村（社区）和1个企业的假日学
校总计学生达 415人，办学天数 20-30
天。蜀山街道假日学校自举办以来，在督
促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的同时，结合孩子
们的实际需要，开展了书写绘画类、手工
类等各类课程。这其中，家庭插花、点心
制作等DIY兴趣课程尤其受到孩子们的
欢迎。 （张旭 张坚伟 黄丹飞）

蜀山假日学校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群英村古朴的文化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