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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夏天快过完，没想到台风不管
不顾地冲了过来。今年第18号台风“泰
利”，此前气象部门预测它实力非凡，可能
会达到“超强台风”级，成为今年西太平洋
上最强的台风。它会对萧山造成怎样的
影响？

今明两天是台风影响最严重时段

有关台风“泰利”要来的消息早早就
传了开来，但昨天白天阳光灿烂，看上去
很美。台风还来吗？其实，“平静”的天气
背后，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

对于昨天呈现出台风到来前的“平静
天气”，区气象台解释：台风本体是上升气
流，气流到外围就会落下了，叫下沉气
流。下沉气流控制时一般少云，太阳辐射
强，气温就高。相对应的，上升气流就容
易在空中凝结成水滴，形成云。台风来前

会出太阳，感觉很热，那是因为此时我们
已经在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

来自区气象台的消息称，今年第18号
台风“泰利”（强台风级）昨天15时位于距
离杭州东南方向约798公里的洋面上，即
北纬25.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
风力14级（42 米/秒），中心最低气压955
百帕，预计“泰利”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
的速度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
强，最大可能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我省
沿海北上转向。

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是台风“泰利”影
响我区最严重的时段，尤其是今天夜里至
明天有中雨局部大雨，还会伴随着大风，
最大风力5—7级，江湖水面6—8级。风
大雨急，天气说不定还会呈现出“吓人”的
状态，建议老人孩子最好在家避台风，市
民外出注意安全，一起等风雨平息。

9月秋台风强度可能超越8月

说起来，气象学上一般把6—8月的台

风归为夏台风，9—11月的台风归为秋台
风。虽然在数量上，夏台风往往小胜；但
在强度上，秋台风可以碾压夏台风。台风
生成发展需要有温暖的海水提供能量，通
常8—9月海温最高，特别是到了秋季，积
攒了很多热量的海水，往往容易产生强度
大的台风。要是再赶上冷空气，可以激发
出更强的降水，相当于多了个“帮凶”，会
导致更大的灾难。比如2013年的“菲特”，
导致余姚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

我区一年中所受的台风影响，主要集
中在7月下旬到9月中旬。其中最迟的台
风影响甚至出现在10月上旬。也就是说，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还会经常听到有
关台风的消息。

7、8月份往往是台风又多又强的时
节，但今年却略显平淡。根据中国气象局
热带气旋等级国家标准，热带气旋按中心
附近地面最大风速划分为六个等级，从强
到弱依次为：超强台风、强台风、台风、强
热带风暴、热带风暴、热带低压。我们平
常说的“台风”，在气象学上的严谨叫法应

该为“热带气旋”，只有达到一定强度时，
才有资格冠上“台风”的头衔。根据常年
统计，9月平均生成热带气旋5个，仅次于
8月份，登陆1至2个。而且9月生成的台
风往往比8月台风偏强，且路径以北行为
主，登陆和影响的地区也会偏北，因此防
台仍不可松懈。

台风天牢记这些安全知识

台风来袭时，往往会伴随着狂风暴
雨，而长时间暴雨不仅严重影响我们的生
活，还极易导致洪涝等灾害的发生。台风
天里，这些事项要多注意：

一、台风暴雨天气减少外出，必须外
出时建议乘公交车，并注意路况信息，避
开积水和交通不畅地区。

二、台风暴雨天气不要打赤脚或穿凉
鞋，雨靴最好，防雨又绝缘，预防触电。

三、雷电期间，尽量关闭电器等易引
雷击的设施。外出时遇打雷，不要站在树
下和电线杆周围，远离危旧住房、工棚、临

时建筑、脚手架、树木、广告牌、铁塔等容
易造成伤亡的地点。

四、高速公路行车，遇到台风暴雨，要
确保能见度在200米以上才行驶，否则，应
在最近的匝道下高速，或者在休息区、港
湾停车带停车，如果在硬路肩停下，要设
警示标志。

五、如发现危房、积水，请及时联系相
关部门。有险情时，应服从有关部门指
挥，安全转移。

六、台风暴雨可能造成水利工程失
事，一旦发生险情，可能受影响范围内的
群众要听从当地政府和防汛水利部门指
挥，迅速及时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七、山地居民要注意山体滑坡、泥石
流，山区的河边、山边住户应注意排水通
畅。因为大风和暴雨容易引发山体滑坡、
泥石流和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造成人员
伤亡，一旦发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征兆时，不要迟疑，尽早撤离危险区，
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使周围居民能够及
时撤离。

台风来袭风大雨急 切记安全第一

昨天，在湘湖路风情大道路口，市政工人抓紧铺设新雨水管，整治积水点。 湘湖，台风来临前的平静。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9月 15日 8∶30-17∶30停
萧一C421线邮政公变1-1分支开
关1-3分支开关：城厢街道俊良社
区23幢6单元至9单元、24幢；8∶
35-14∶35停孙家C336线01#杆
孙家C3361开关：瓜沥镇孙家弄
村、荣新村及中栋控股集团、萧山大
园医院、萧山涤腈毛纺厂、林萍绣
品、汉桥实业、中国电信股份杭州萧
山区分公司、荣盛阀门制造、萧山污
水处理、合龙石业、华伟兴业印染、
裕盛纺织、正开废品回收一带；8∶
35-14∶35停鸿美C322线01#杆
鸿美C3221开关：瓜沥镇鸿达纺
织、航民美时达印染、华伟兴业印染
一带；8∶35-14∶35停樱多A085
线47#杆樱多A0853开关：瓜沥镇
荣新村、工农村及登栋建材、瓜沥镇
人民政府、萧山污水处理、坎山宗宝
涵管厂、国诚化纤、萧顺纺织、越窑
陶瓷品、万氏线业一带；7∶30-17∶

30停神龙362线龙虎村12#变：南
阳街道龙虎行政村十四组等一带；7
∶30-17∶30停张金C154线甘露
村14#变：靖江街道甘露村2组等
一带；7∶30-17∶30停庆利C148
线靖港村18#变：靖江街道靖港村
16组等一带；7∶30-17∶30停仁德
A342线安澜桥村5#变：靖江街道
文化路、靖南村一、二组一带；8∶
35-17∶35停孙家C336线孙家弄
村13#变：瓜沥镇（坎山片）孙家弄
行政村3组一带。

●遗失韩胜利《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
别：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号：
T41042519701117301X，声
明作废。
●遗失杨晓锋身份证，证号：

339005198811062153，声明
作废。
●遗失赵春意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正本，证号：33010919
3267，声明作废。
●遗失俞爱民身份证，证号：
330121196501060353，声明
作废。
●遗失陈建磊身份证号：4130
22198110236692 中式烹调
师（三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证 号 ：1111200000302529，
声明作废。
●遗失张辽原412326197509
276019中式烹调师（三级）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证书号：
1111200000302534，声明作废。
●遗失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年度
交易席位证IC卡，交易证号：

XSJS00013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星海水淡化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60426701；机
构信用代码证，证号：G103301
0906042670B，声明作废。

招 聘

杭州萧山保安服务有限
公司招聘特保人员，男45岁
以下，1.7米以上；女40岁以
下，1.58米以上；退伍军人及
持有消控证人员优先；相应
学历优先；电话：82621465
83509236 盛小姐、蔚先生；
报名地址：萧山市心南路407
号（体育馆南大门对面）。

以上2幅作品为詹业良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金麒麟 孔雀

声 明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 前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9月14日
晚潮时间
18:38
17:10
19:08
危险

高潮位
(米)
4.55
4.95
4.3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15日
早潮时间
06:28
05:00
06:56

高潮位
(米)
4.65
5.05
4.45

随着城市化工作的推进，我街道将城市社区

国际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因工作需要，现面向

社会公开选调社区筹建负责人1名，选调条件、报

名事项、选调程序、基本待遇等详见萧山网（http:

//xinjie.xsnet.cn/）。“绿城新街·花木小镇”，欢迎

有识之士共建新街国际化社区！联系人：闻人冲，

联系电话：82615232，82858257。

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

2017年9月13日

关于公开选调
萧山区新街街道社区
筹建负责人的公告

杭州大盈银河广告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9日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地点：萧山区金城路458
号，国际商务中心2-604室，会议内容：股东对公司解散作出决议并成立清算组，要求股东邓勇按
时到会参加会议，如缺席作放弃处理。

联系电话：22897388

杭州大盈银河广告有限公司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96390
官方微信“萧山供水”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热线82656789

萧山票务中心
国内 82662222
国际 82662266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事业、国企、教
师、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厂房5000-20000
平方米出租、出售；求购∶5-30亩工业用地；求租∶
2000-20000平方米厂房；王岗18606505558。

网球培训
萧山区体育中心2017暑期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
开设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多门精品课程，名师课堂
小班化教学，中、高考艺术特长生考前集训；
暑假报名送礼品，正在火热进行中……
电话∶15068766958朱 15958117357陈（专业导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微医全科 高端体检
定制化健康医疗服务 推广价980元起
咨询预约热线0571-83823399

诚招外协单位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萧山临浦镇，
专业制造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因业务
拓展，现诚招配套机械加工单位若干，有意者请联
系∶华先生，（0571）57576185,13516705357。

大拇指养生馆
健康与美丽咨询∶1、细胞年轻使人年轻。血
液干净使人健康。2、面部V脸逆时光，被称
为徒手整形。3产品可团购批发。地址∶金
城路知稼苑 23 幢 3 单元 802 室，电话∶
82737668，13906710205。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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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热线：0571—82335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