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
大，政府公办高等院校，学科门
类齐全，设有理工、经管、文科三
大类40余个本科、专科专业，现
有各类在校生8000余人。2018
年春季各类本科、专科招生报名
已经开始，3月份入学。咨询电
话∶82665050、82663950。

报名地址∶萧山区南秀路
1398 号（K701、K702、K708、
K412、K750公交直达）。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2月19日 13∶30-14∶15
停配合六围296线倒负荷工作：
长达养殖（二）、围垦指挥部、钱
塘江灌区（一）、萧围工程队
（四）、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
配电、环境卫生管理处、长达养
殖（一）、中石油（一）、义蓬仓北
村（围垦）、瓜沥垦种（一）、甘露
五垦、新围工程队（三）、靖江五
垦（二）、新塘欢明羽毛粉厂、瓜
沥镇明朗村、河庄民主村（围
垦）、明朗垦种、义蓬街道金星村

经济联合社、靖江义南村（围
垦）、靖江街道办事处、水丰养
殖、钱江养殖、头蓬四垦（二）、泉
中福水产合作社、柏洪养殖、义
蓬镇全民村（围垦）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2月 19日 8∶30-18∶30
停文化A616线新竹林寺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竹林寺及
其周边一带；8∶30-18∶30停文
化A616线韩家弄1#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城厢街道韩家弄及其周
边一带；8∶30-18∶30 停保险
C118线变电所间隔开关：城厢街
道市政园林管理处、水亭址、天元
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萧山分行、城乡一体化建设
办公室、萧山建设银行及其周边
一带；00∶00-18∶30 停金城
A023线青河开G14东南科技：
北干街道东南科技中心、金惠初
中及其周边一带；7∶30-15∶30
停庆利C148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靖江街道和顺村、黎明村、靖
港村及靖江永业汽车维修厂、萧
山靖江镇泮月芬窗帘布厂、萧山
何聪网络丝加工厂、天锐线业、珏
森金属材料、靖江顺达氨纶包覆
丝厂、靖江伟东纺织厂、金贸纺
织、博而丽花边、龙腾物流、萧山

鸿泽布厂、大得机械、启得机械、
萧山靖江鹏远酒楼、莎艺布业、
靖江山前吉利布厂一带；7∶
30-15∶30停壮发C150线变电
所间隔开关：靖江街道浙江圆通
速递一带；8∶30-17∶30停通济
C633 线 50/03#杆（通济C633
线华家高田陈分线开关）：临浦
镇苎萝村、华家村、高田陈、萧山
高桥运输、慧杰电子科技、华盛
化工等一带。

●遗失杭州萧山云峰印刷厂印
刷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浙）新
出印证字A2-0119，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大来机械有限公司
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陆宇豪浙江省医疗机构
门诊收费收据（332），票号：
1614822584，金额：366 元；票
号：1614846572,金额：326.80
元，票号：1615184733，金额：
508元；及浙江省儿童医院（滨
江）住 院 收 费 收 据 ，票 号 ：
1600115260，金 额 ：17293.01
元，及浙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
收据（351）,票号：1571934994，
金额：1182.87元，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利华水泥电杆有限
公司储值发票，代码：1330117
00224，号码：00030304，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大成管业有限公司储
值发票，代码：133011700224，
号码：00030303，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省松阳县水泥电杆
有限公司储值发票，代码：1330
11700224，号码：00030305，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江南大厦税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33018114350143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义桥供销商业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18114350310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临浦供销商业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181143503035，声明作废。

商铺出租

出租或出售：萧山区回澜路
188号、190号、192号（原工商银
行回澜营业所，回澜小学对面）总
面积120平方米左右。联系人：
陶先生，电话：13306711098。

萧山电大
——家门口的大学

萧山区宁围街道部分安置户已开始安置，现将安置
人员名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户网
站（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
起 7 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反
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655089 82373937
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

2017年12月15日

萧山区宁围街道部分安置情况公示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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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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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位
(米)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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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
参考。

12月19日
早潮时间

10:25

12:00
1:40

高潮位
(米)

3.30

3.60
3.40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聚源棋牌室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

分局2014年9月4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600933451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聚源棋牌室 2017年12月1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朵好纺织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2年8月29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000324136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朵好纺织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成方广告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6年 12月 1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583236161X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成方广告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鼎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萧山分局 2013 年 4 月 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000217737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鼎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8日

因万向桥改造建设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
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临时调整相关道路的交通组
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自2017年12月20日9时
起至2018年5月31日24时止，对万向桥实施全封闭施工，
万向路（建设四路至文明路）段、文明路（生兴路至新华路）段
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行人驶入，届时请过往的机动
车辆、非机动车辆、行人根据交通标志、标牌、标线经建设四
路、生兴路、新华路、宁安直路、振宁路提前绕行，减速慢行，
注意安全；请广大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积极配合，
并服从现场交通民警及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因施工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宁围街道办事处

2017年12月14日

关于万向桥改造建设施工期间
临时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拆迁延期公告
根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第八条规定，经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批准，同
意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新街街道办事处申领的新
街镇盛东村城乡一体化拆迁项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
(萧土资拆许字(2010)第 12号)的拆迁有效期延长至
2018年12月31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拆迁双方当事人对上述《房屋
拆迁许可证》延期有异议的，可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或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行政
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7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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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主要开设了创意美术、动漫卡通、素描，现推出特惠活
动∶只要450元就可以享受8节的专业美术课程。3
周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
电话∶15068766958（朱老师）18368526638（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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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元体验V脸或逆青春
年轻3一5岁；只花1980元的细胞玻尿酸母
液，我们给您免费护理30天，祛皱，祛痘及痘
印等。赠送价值3560元细胞产品感恩回馈。
地址∶萧山金城路知稼苑23幢3单元802
电话∶0571-82737668

201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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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记者 项亚琼 图/摄联会 傅灿良

本报讯 告别湿冷，一脚踏进的是晴
冷。昨天早晨出门，你会觉得自己行走在
天然冰柜里。昨天早晨城区最低气温
0.3℃，不少地区跌破冰点，戴村骆家舍村
的最低温更是达到了-3.5℃，出现了冰
冻。未来几天，我区仍将以晴冷天气为
主，气温“冻人”，外出请做好保暖工作。

随着冷空气的影响，雨水脚步停歇，
湿冷魔法退去，但干冷也紧随而上。昨
天，虽然早晨不少地方最低气温跌破冰
点，为入冬以来最低气温，但天空正蓝，阳
光正好。

据区气象台预测，受冷空气影响，今
明两天晴到少云，早晨气温较低，预计最
低气温可达-1℃到-3℃，有冰冻，南部山
区更低有严重冰冻。接下来几天，也基本
都是晴冷天，最低温都在0℃左右徘徊。

天气这么冷，不少小伙伴心心念念的雪花
会飘来吗？区气象台工作人员说，据预测
信息来看，雨水都在前天中午前后退场
了，本周都不会有降水光顾，初雪到来的
可能性为零。

周五是“冬至”节气，一年中黑夜最
长、白天最短的一天，一年里最寒冷的日
子也由此开始。按照民间的习俗，我们可
以从冬至来推算“最冷”。

我国大部分地方从“冬至”日开始，就
会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也就是
从冬至当天算起，以九天为一个单位，依
次从“一九”数到“九九”。其中，“三九”和

“四九”最冷。九九八十一天过完，寒冷
结束，春天就要开始了。根据这样的推
算，今冬最冷的“三九四九”会是2018年
的1月9日至1月26日。

二十四节气里，冬至最早确立，而且
古时过冬至的隆重程度，甚至可以媲美春

节，所以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从
“冬至到 吃饺子”“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
耳朵没人管”这类俗语就知道，北方人这
一天的饭桌上少不了饺子。

萧山人过冬至，则流行吃麻团和菜包
饺。在我区南片镇街，不少家庭主妇会在
冬至的前几天做好麻团，等到冬至那天拿
出来全家一起分享。麻团用糯米粉做成，
外面沾上一层黄豆粉及糖，人们称其为

“糊口团”，吃过麻团之后，要多说些吉利
话。在老人们口中，常有“吃过麻团大一
岁”的说法。

当然，除了麻团，还有菜包饺等应景
的食物。菜包饺，萧山人最熟悉不过，皮
色分白色和青色两种，青色的因为加入了
植物“艾”，故呈现绿色，又叫艾饺。一般
有甜咸两种口味，甜的馅主要有芝麻和豆
沙，咸馅大多由咸菜、豆腐干、肉丝等炒制
而成，味道鲜美。

文/记者 李小荣 摄/通讯员 康明

“怎么就你一个人，爸爸妈妈呢？”
小男孩扑闪着眼睛，望着蹲在地上

的周建新，一句话不说。
“不要怕，叔叔是警察，有没有人跟

你一起？”
小男孩摇摇头，还是什么也不说。

“家在哪里呢？叔叔带你回家。”
这时，小男孩才用带着哭腔的声音

说：“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家了。”
那是一个下着细雨的黄昏，周建新

在执勤管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引起
了他的注意：只身一人，没有玩伴，没有
家人陪伴。由于小男孩说不上自己的
家在哪里，而当时所在的位置靠近衙前
的农贸市场，周建新便牵起小男孩的
手，向周围的人打听消息。

“你们认识这个孩子吗？知道他家
在哪里吗？”一家家商铺打听过去，并没
有人认识小男孩，直到打听到第十家
店，店主说：“这个孩子我认识。”

不放心的周建新继续带着小男孩，
在店主的指引下步行一公里左右，终于
到了男孩的家。当见到爷爷奶奶时，小
男孩喜极而泣。周建新得知，小男孩的
爸爸妈妈在上班，平时都是爷爷奶奶
带，二老并不知道孙子走失了。

周建新，交通警察大队衙前执勤中
队的一位民警，他的工作是路面管理，
日常负责新街片区的交通安全基层基

础、路面秩序管理和简易事故处理等。
表面上看，送小男孩回家并非周建新
的工作职责，但在他看来，每个人遇到
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何况是穿着警
服的自己呢。

在20多年的警察生涯中，周建新
早就将自己练成了一名“多面手”，一名
热心助人的“和事佬”。

周建新所负责的区域是苗木重镇，
辖区有104国道、03省道、建设四路、
三益线等主干通过，交通形势较为复
杂。平日里，有些拉苗木的货车为了方
便，在马路上装卸货。周建新当然不允
许该类事情发生，他过去敬个礼，用沙
哑但有力的嗓音告诉他们，这是违反交
通规则的。大部分货车司机表示理解，
也有人发牢骚：“怎么交警哪里都在，这
要管，那也要管。”

周建新则笑笑：“正是因为我们这
也管，那也管，才有畅通、安全、稳定的
交通环境，如果我对你们的不规范驾驶
任意放纵，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

“自己多管点，交通环境就会更好
一点；自己多管点，或许会帮助更多的
人，社会才能更和谐。”在周建新眼里，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可以用
情怀、用热忱去经营的事业。

12月16日，寒潮来袭，气温骤降，萧山盆景园的蜡梅在寒风中竞相绽放，吐露幽香。

本周迎来阳光 亦晴亦“冻人”
周建新：热心助人的“和事佬”

周建新周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