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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好礼 以蟹言谢
人生，唯爱与美味不可辜负；成功，唯情与感恩不

可或缺！相隔一年，阳澄湖大闸蟹现货好礼不可缺！
王氏来客萧山店11年口碑，顺丰鲜活包邮，规格到位，
品质严选，长期有效……王氏和来客双重保障，为蟹更
为谢！

六款礼券火爆热销……欢迎新老客户前来选购！

王氏阳澄湖大闸蟹来客萧山店优惠价如下：
3.0两公蟹2.0两母蟹，各4只，面值588元，优惠价

320元/盒；
3.5两公蟹2.5两母蟹，各4只，面值788元，优惠价

430元/盒；
4.0两公蟹2.8两母蟹，各4只，面值1288元，优惠

价680元/盒；
4.5两公蟹3.0两母蟹，各4只，面值1688元，优惠

价920元/盒；
5.0两公蟹3.5两母蟹，各4只，面值2688元，优惠

价1500元/盒；
6.0两公蟹4.0两母蟹，各4只，面值3688元，优惠

价2000元/盒；
（注：满十张张礼券送特级黄山毛峰茶一罐）

王氏来客萧山专卖店
工人路社区店：工人路617号（工人路社区传达室

隔壁）

电话：0571-82651166、82672393
山阴路店：山阴路10号（山阴路、育才路交叉口）

电话：0571-82855761
（百度导航、高德导航：搜来客阳澄湖大闸蟹，直达

门店）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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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拇指养生馆护理团购
原拼团3980元/卡，现在2个人拼团1990元/
卡，并有4种项目可以选择：1.明星逆龄青春
／8次；2.你形我雕S形/48次；3胸部保养//
24次；4.肩颈背部48次地址:金城路知稼苑
23幢3单元802。电话:82737668

2017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
萧山区人才市场提供，受理电话：82624787一周部分招聘信息

杭州红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服务员 50名；传菜30名；打荷10名；保
安10名；洗碗工10名；洗小碗10名；保洁
阿姨10名；熟练杀洗工5名。
以上岗位每月3天工休，遇节假日当月
体现，工作满1个月后享受住房和高温
补贴，工作满1年后享受工龄及年终奖。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南和城消防总队对面
晨晖路1046号（国税4楼）

联系方式：林经理、孟厨师长
15158863077、15384066601
杭州创信纸张有限公司
驾驶员1名，2年以上驾龄；业务员2名；
仓库管理员1名。
联系地址：宁围街道振宁路3号2号楼
联系方式：林女士82605000、
15857190808

杭州朗飞科技有限公司
电脑维修2名男性；监控安装2名男性。
联系地址：蜀山街道南秀路317号二层
联系方式：谢先生15306710371
浙江省阳光爱心公益服务中心
文员若干名女性，有网站、微信公众等平
台操作经验，能独立完成策划或文案编辑
工作；熟练应用各种办公软件，掌握
photoshop等制图软件基本技能；新闻

学、传播学、中文、经济管理类等相关专业
者优先。
以上岗位员工福利包括：基本工资、节假
日福利、五险等（具体面谈）；提供各类专
业培训、及其他学习平台；试用期2-3个
月；有意者请投简历至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萧山区人才市场3楼阳光爱心
联系方式：娜娜13588272313
电子邮箱：1765758082@qq.com

杭州溢能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内勤1名女性；销售助理2名。
联系地址：城河街88号（萧山日报大楼底层）
联系方式：单先生15381057218
邮箱:1922610050@qq.com
杭州顶惠科技有限公司
淘宝运营2名；淘宝客服2名女性。
联系地址：市心北路宁安大厦1幢2101室
联系方式：左先生13067749792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袁园

本报讯 自10月1日位于所前镇祥里
王村的“高架公园”全面开放以来，这里就
成了附近村民休闲健身交流的一大乐
园。“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来这里跳排舞，
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同邻居聊聊家常。”
家住祥里王村的李阿姨兴奋地告诉记
者。新开放的祥里王村“高架公园”是我
区高架桥下空间利用的成功典范，已然成
为村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近日，记者实地踏看了这个在夹缝中
“成长”起来的“高架公园”。只见偌大的杭
金衢高速公路延伸段下，一大块空地分成8
大块，从南到北依次为停车场、老年排舞广
场、儿童游乐园、健身器材场地、乒乓球场
地、羽毛球场地等。“晚上这里路灯一开，马
上亮堂起来，而且在高架桥下也不怕下雨
天，常常挤满了人，好不热闹。”李阿姨说。

据了解，祥里王村“高架公园”占地
6000多平方米。“这里原先都是建筑垃
圾、工程渣土、烂泥等，四周用隔离网围起
来，既不美观也占地方。”所前镇祥里王村
书记李建江说。早在去年，在李建江的带
领下，已陆续自行“挖出”三大块活动场
地，今年7月又在该基础上加大利用力度，

规模成倍扩大，不仅有效破解了高架桥下
空间利用浪费的这一难题，还使这里真正
成为村民休闲健身交流的好去处。

在“高架公园”西侧是一条绿化带，风吹
过一阵桂花香袭来。隔着绿化带，在道路的
另一侧便是祥里王村的“健身公园”，各种健
身器材应有尽有，与“高架公园”遥相呼应，
构成村级文化休闲集聚地。而这样的场景
正是全体祥里王村民日夜所期盼的。

祥里王村地理位置特殊，境内除了杭
金衢高速公路穿村而过外，西面的省级天

然气管道和自然水管网，东面的西气东输
二线管道都将村级用地“瓜分”得稀少又零
碎。这几年，李建江最愁的就是没有足够
多的土地来发展村级经济和提升村民的文
化水平。有效利用高架桥下空地，让李建
江看到了一丝希望，并牢牢抓住了这一发
展空间。“未来，这里将成为打造‘美丽乡
村’升级版的重要抓手，并将开展如送戏下
乡、家风家训学习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
李建江说，让桥下空间真正融入村民生活，
成为休闲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美了村庄 富了文化 乐了村民

祥里王村“高架公园”成功破解空间利用难题

■实习生 张灵燕 记者 童志辉 郭立宏
通讯员 吴春友

本报讯 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作
为商品流通环节的重要批发地之一，萧山
商业城创下了无数辉煌。然而，面对建城
已久、市场基础设施陈旧老化等问题，如
何清除消防安全隐患，成为摆在管委会面
前的一大考验。

产权分散，业主不愿出钱怎么办？针
对这一棘手问题，商业城管委会勇挑责
任，自筹消防安全改造资金，上半年投入
170多万元，在各直属市场加装屋顶避雷
网、消防栓、消防喷淋，在更换防火卷帘门
的基础上，更换服装市场配电房高压柜，

新安装副食品市场防火门，更换太平洋市
场商户老旧电表，增容建材市场配电房变
压器。与此同时，管委会做好安全维护保
养工作，及时修复市场安全漏洞，如服装
市场7区、10区楼顶漏水管网、五金市场
二楼破损消防栓等。

为防患于未然，除了硬件设施的提升改
造，管委会还大力推广智慧安全设备，不定
期测试副食品市场消防物联网管理平台，在
五金市场安装智慧用电系统，在建材、五金
市场安装智能纯净水饮水设备，在建材、五
金、服装市场推广了门海卫士消防物联网管
理平台，将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一网打尽。

在软件建设提升方面，管委会加强了
消防队、警务室和市场管理员3支队伍建

设，提高业务技能，并联合有关专业单位杭
州消防检测有限公司、杭州天宗电器有限
公司对各市场进行了电器线路检测和配电
房用电安全检查，确保商业城的用电安全。

目前，商业城已织就一张安全保障网
络，由机关总值班室、消防队、消控中心、
警务室、城管分队和市场6个环节构成。
按照“先天不足后天补，硬件不足软件补，
设施不足管理补”的策略，萧山商业城强
化管理，设置了消防安全道道防线，力争
将安全隐患降到最低。

下一步，商业城管委会还将组织管理
人员开展相关业务培训，强化隐患整改的
技术和手段。同时，进一步加大宣传力
度，形成“安全至上，隐患必除”的氛围。

安全至上 隐患必除

萧山商业城消防安全两手抓
本报讯 前不久，记者跟随区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杭州雷迪森
铂丽大饭店、湘湖渔村等餐饮单位，对
创建餐饮食品安全放心示范店主体进
行深入检查与细致指导。

在杭州雷迪森铂丽大饭店，一行人
走进酒店后厨进行检查。据了解，该酒
店按照“4D管理模式”，即管理到位、责
任到位、培训到位、执行到位，做到前后

台品质同质化管理，不仅提高了后厨工
作效率，还确保消费者用餐安全卫生。
同样，在湘湖渔村，执法人员对后厨以
及台账、餐饮许可证、食品进货查验记
录、从业人员健康证等进行了仔细检
查，对存在的问题现场作出指导。

今年5月，萧山全面启动创建餐饮食
品安全放心示范店工作，其创建要求即要
达到“三净四无五可”。（王慧青 付春锋）

我区积极推进餐饮食品安全放心示范店创建工作

本报讯 10月11日，义桥镇召开护
航十九大维稳安保工作会议，镇全体机
关干部，村（社区）书记、主任及相关企业
负责人100余人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要求下阶段，全镇要重点做好
七方面工作：组织好巡防力量进行巡
查；关注好各自区域内重点人员的动
态；对辖区内重点部位、重点地段做好
防控工作；对重点事件进行跟踪化解，

排摸各类矛盾纠纷；做好突发事件即时
报送工作；全力配合各职能部门开展各
类专项检查排查活动；全面启动一级防
控机制。

会议表示，要提高认识，把护航十
九大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聚焦重
点，扎实有效做好安保维稳各项工作；
强化责任，推动安保维稳各项措施落到
实处。 （黄坚毅 葛城城 徐文燕）

义桥全面启动防控响应做好十九大安保工作

本报讯 10月12日，宁围街道再次
召开“护航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会议，
进一步部署安保维稳及消防工作。

连日来，宁围全面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护航十九大”安全生产大检查。街村
（社）两级联动，各单位配合，深入生产、
经营、建设一线，查问题、找隐患、促整
改、堵漏洞，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为了从严、从紧、从实、从细开展排
查，街道主要领导带队，成立6个检查

组，针对安全隐患较多的各类重点区域，
展开每日排查，每日上报。同时，部署各
村（社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开展检查，
各企业结合实际进行自查自改自报。

除检查行动外，宁围街道还组织开
展了“全员安全素质提升工程”培训。
此外，以村（社区）为单位，街道正逐个
开展房东、承租户消防培训，已有8000
余名房东和1700余名经营户参加了培
训。 （何文静 姚梁）

护航十九大 宁围安全生产大检查持续进行

本报讯 10日一大早，新街街道大院
西侧排起了长队，前来无偿献血的人络绎
不绝。这是新街从2004年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以来的第16次义务献血活动。

元沙村的周妙铨今天是第五次献
血。她说，“我去年开始就献400毫升
血了，能帮助他人，献血之后我感觉还

更有活力了，何乐而不为呢？”像周妙铨
这样的献血者还有很多，还有人每次献
血活动都不落，献血证上已是满满“功
绩”。据统计，当天参加献血的共189
人，献血量达58100毫升，新街人用爱
心为生命续航，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
精神。 （应长根）

新街开展义务献血

祥里王村全面开放的“高架公园”。 通讯员 沈兴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