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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沈洪伟身份证（于2018
年4月11日晚上9点丢失），证
号 ：341202198703013115，
声明作废。
●遗失王梦琦身份证，证号：
339005199304140318，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万科大家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已开具正常浙
江省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三联、
第五联，税号913301093295
897380，代码 3300162350，
号码15338588，声明遗失。
●遗失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
限公司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20366103（由中国人
民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发行），
声明作废。
●遗失柳哲青中国太平洋保
险车险商业险保单，号码：
170001031548，声明遗失。
●遗失余小连浙江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代码：31301，号码：
1571988457、1571991390，
声明作废。
●遗失何香奎《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
别：电工作业，证号：T412927
197409105377，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姚庭亮与母亲马
丽萍所生婴儿姚峻熙出生医
学证明，证号：P330416022，
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4月17日 8:30-13:30
停姚江A439线姚江开G16
姚村A4391线-金鸡开G11
金金A4396线：所前镇缪家
村、金临湖村、信谊村、德克斯
机械、大统纺织、荣骏毛纺织、
萧山万盛纺织、所前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飞天呢绒纺织制
品、萧山荣伟纺织、萧富商务
信息咨询、萧山恒大五金机电
物资、萧山中兴机械、圣通水
泥及其周边一带；9:30-10:
30停西许C212线：新塘街道

五联行政村,西许行政村、大
立建设集团,彩羽服饰,诚健
霓虹灯制造,东日智能设备科
技,辉聚汽车零部件,佳飞链
条,佳利食品,健群医疗器械,
建锋纸业,理和织物整理,民
泰中药饮片,奇杰减速机,求
实塑料包装厂,求实物资,森
宝食品,萧山恒发建筑工程装
潢,萧山恒丰化纤纺织,萧山
机电设备,萧山开元羽绒制
品,萧山明佳羽绒,萧山新塘
街道西许村经济联合社,萧山
新塘琉璃瓦厂,依达金属制
品,元丰肉联厂,中兴车业,金
元大建设控股,创元装饰工
程,赐宝金属,高乐可仕贸易,
久久交通设施,中汽实业；
10:00-11:00 停双桥 C223
线：新塘街道嘉莱纺织、达翔
玻璃、联达控股集团、航民科
尔纺织及其周边一带；8:
45-13:45 停东开 A330 线
02#杆东开A3301开关：瓜沥
镇运东村、运东安置小区、东
方村、党山开源村、众安村、开
源村及萧山志宏服装辅料厂、
明发纺织、东方明炎化纤布
厂、珍现绣品、萧山惠明化纤
织造、银海灯具厂、萧山瓜沥
东方锦纶线厂、萧山明珠护杠
厂、瓜沥沈文焕布厂、长沙单
木桥五金厂、剑晟纺织服饰、
盛友线业、兴党绣品、开源蔬
菜食品、董氏纺织、双女实业、
国祥纺织、美域高实业、萧山
志林化纤布厂、绿美洁具、利
良针织、党山开源第八化纤
厂、信鑫经编织造、琪琪包装
制品厂、峰城化纤、萧山党山
开源恩祥布厂、党峰化纤、萧
山党山开源小木布厂等一带；
8:00-17:30停庆丰A459线
永安村12#变：党湾镇永安村
11组.2组一带；8:00-17:30
停临港C024线沙田头村9#
变：瓜沥镇沙田头村6组一
带；8:00-17:30停神龙362
线龙虎村18#变：南阳街道龙
虎 行 政 村 7 组 一 带 ；8:
00-17:30停大和C662线长

联村12#变：瓜沥镇（党山片）
长联村11组一带；7:35-17:
30停垦区C379线变电所间
隔开关：新街街道农夫与海
(杭州)食品、萧山区红垦农场、
浙江日星标准件、磐豪实业等
一带；7:35-17:30 停展宏
C390线变电所间隔开关：新
街街道红山农场一分场、红山
农场新小区、萧山正达纺织、
力加力化纤、萧山坎红大酒
店、中国邮政速递物流杭州市
分公司、都市家纺、荣佳磁业
科技、大路实业等一带；7:
35-17:30停杭申C388线变
电所间隔开关：新街街道红山
农场新小区、红山农场二分
场、浙能天然气运行、萧山红
垦肉类加工、明洋塑胶制品、
陆氏机械、可丽宝新材料、萧
山昌隆纺织厂、达美文具、萧
山红垦农场伯奇印花厂、厚生
纸业、萧山正达纺织、中汇玻
璃、绿太宾馆、之江开关、捷美
特食品、萧山华龙工艺品等一
带 ；8:30-15:00 停 通 济
C633线变电所间隔开关：临
浦镇高田陈、华家村、临东村、
临东社区、苎萝村、惠伦科技、
顺泽精密机械、盛达纺织、萧
山亚太纺织、德鸿金属科技、
德瑞宝管道科技、萧山高桥运
输、慧杰电子科技、井盛包装、
萧山区公路管理处、临浦荣潮
孵坊、萧山华通胶印上光、高
军金属制品、萧山久远机械、
萧山阳光车业、新河塑料制
品、浦荣五金机械、金川齿轮
制造等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4月17日 9:00-17:30
停 110KV 白浪变新白 A41
线新南村分线01#杆开关、机
场双路单侧：萧山区新湾街道
新南村、上林机械、金荣针纺
绣品、机场、双菱建筑机械一
带；9:00-17:30停0kV闸前
2站前进街道2配变，B2-1T
箱，B2-2T 箱内分别更换
ABB闸刀及B2-2T箱接路

灯表箱：前进街道一带；9:
00-17:30停进3#变B3-1T
箱更换ABB闸刀，B3-2T箱
内更换ABB闸刀，及装设路
灯表箱：前进街道一带；13:
30-14:15停配合五南967线
线 路 改 造 二 期 工 程 五 北
0970A线倒负荷工作：荣丰
农业（一）、农机水利（二）、建
材厂农业车间、文伟村经济联
合社、农机水利局、市农机水
利局、伟业家禽、雄强机械、孝
先农庄、财川装潢、左山垦种、
党湾德北村（围垦）、新创村
（围垦）、三联村经济联合社、
志伟家禽（一）、新围村（围
垦）、梅西垦种(东)、老埠头村
（围垦）一、新江村(围垦)二、海
良种畜禽、左山、越洲水产、新
湾（二）、新江村(围垦)一、南阳
农业办公室、新湾农业办公室
（一、二、三）、靖江垦种、靖江
农业发展局、农业发展局垦种
用电、龚老汉（三、四）、5.2万
垦种西变、5.2万亩新湾垦种
一带；13:30-14:15 停配合
五南967线线路改造二期工
程五南967线倒负荷工作：靖
江靖港村垦种、靖江协谊村垦
种、龚老汉(一）、春雷村经济
联合社、5.2万宏伟、甘露垦
种、河庄建一村、河庄垦种
（四）、靖江东桥村垦种、宏伟
垦种、春光村垦种、佳惠农业
开发、龙翔养殖（一、二、四、
六）、天福生物科技一带；8:
45-9:30停配合前峰961线
工作倒负荷工作：腾鸿农业、
光明三盈（二）、昭东垦种
（三）、新湾三丰村、瓜沥沙田
头村（三）、山海村围垦、瓜沥
镇东湖村、坎山三盈、坎山永
建村、瓜沥围垦（二）、志龙养
殖、瓜沥沙田头五垦、兴发养
殖、瓜沥镇大义村（二）、光明
三盈（一）、瓜沥群联村、三丰
村村民委员会、坎山孙家弄一
带；9:00-17:30停前进街道
6配变B6-1T箱，B6-1T箱
分别更换ABB闸刀：前进街
道一带。

绍兴柯桥滨海工业区柯海大道边，远

东热电厂对面41.5亩，规划面积8万平方

米（含地下室），有环评排污18吨。

联系人：陆先生

电话：13806757951

工业土地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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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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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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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新塘旺源卫浴经营部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1年4月2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ACXQA2Q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新塘旺源卫浴经营部 2018年4月16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精龙麻将机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

管 理 局 2003 年 10 月 22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1812001562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杭州精龙麻将机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6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爱婴博士幼儿园遗失杭州市萧山区民政

局 2016 年 6 月 2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523301093216898142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萧山区爱婴博士幼儿园 2018年4月16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蜀山杭铁五金商行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2年5月1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330
109MA2BKBN9XN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蜀山杭铁五金商行 2018年4月16日

营业执照毁坏公告
浙江谢父博业水产有限公司毁坏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8年4月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MA2BIQX23C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浙江谢父博业水产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6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小余家电维修部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萧山分局 2012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709728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城厢小余家电维修部 2018年4月16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从2亿元减至200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亚润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亚润置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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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6日
晚潮时间
22：20
12:10

-
较危险

高潮位
(米)
3.70
4.10
-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17日
早潮时间
9:50
0:30
-

高潮位
(米)
3.80
3.60
-

2018年4月15日

萧山区住宅小区车库
违规使用专项整治集中推进阶段进度表

序号

1

2

3

4

合计

街道

北干

城厢

蜀山

新塘

摸底数

645

1140

74

28

1887

街道上报整治数据
已整改
645

1140

74

28

1887

完成率
100%

100%

100%

100%

100%

核实情况（整治办）
已核实数

643

1110

74

28

1855

通过率
99.69%

97.37%

100%

100%

98.30%

备注：剩余32户因一直关门尚无法核实而暂未通过。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告别了上周六冷空气带来的
阴雨后，昨天又迎来阳光。预计20日以
前，我区都是好天气为主，其中今天有一
次云量增多的过程，其余时间都是晴或者
多云的天气。

气温方面，受冷空气“余威”影响，今
明两天早晨气温偏低，在9℃—10℃，最
高气温在19℃—20℃；18日以后气温会
逐渐回升。

本周是阳光的“主场”

随着春天渐渐地深入，冷空气的势力

总是会一次比一次微弱，能带来的寒意也
一次比一次程度轻一些。上周六随着冷
空气入侵，温度很自觉下降，最高气温只
有16.8℃，加上北风吹拂，稍微有点凉凉
的感觉。昨天天气转晴，阳光回归带来一
个美好的周日。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由
于昼夜温差较大，一定要注意及时增减衣
物，避免着凉感冒。

据气象部门消息，本周天气总体不
错，除了今天傍晚到夜里云层稍微厚点之
外，其余都是大家喜欢的晴天或者多云，
温度也会慢慢回升，本周后期最高气温在
29℃左右。

都说春天是一个很奇妙的季节。每
当你处在其他季节时，想到春天，总是会
想到一连串美丽的词汇，比如，春风和煦，
春花灿烂……当你身处春天时，却发现春
天跟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它性情多变、
喜怒无常，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让人时而
高兴，时而烦恼。

冷热反复的日子未结束

虽然按照气象上的标准，冷空气一年
四季都有，即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冷空
气也并不会销声匿迹。但是，那时的它势
单力薄，即使来了几乎也撼动不了天气格
局，最多下点雨，并不会让人感觉到它的
到来。

那么，你是不是很想问：春天里的“最
后一次冷空气”到底什么时候会来？等它
走了以后，气温再不会忽上忽下？在严谨
的气象科学里，并没有春天里“最后一次
冷空气”这样的说法，所以没有权威的官
方统计。

4月正是这样，在一股又一股冷空气
的侵扰下，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几乎
不会消停。我区一般在3月中下旬入春，
5月中下旬入夏。也就是说，或许要等到
5月份，天气才会逐渐稳定。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莱茵传奇绿地变停车场

网友“天天”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
反映，最近几天晚上常有车停在莱茵传
奇西南面那块绿地上，不知道这里属于
哪家单位管理？再不加以管理的话，这
块地怕是要变成停车场了。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回复：市政养
护单位将在此安装隔离护栏保护绿
化。另外，交警、城管也将加强该区域
的执法管理，对违停车辆进行批评教
育、劝离、处罚。

钱塘东南家园业主
何时可申请浙江省居住证？

网友“钱多多多多”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询问，新街街道钱塘东南家园是
2017年底交房的，至今已快4个多月过
去了，为什么还不能办理居住证？是街
道的原因，还是开发商没有去衔接好？

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回复：由于开
发商与街道还没有衔接好导致无法办
理。网友可以先办理临时居住登记，再
前往申领居住证。

如有疑问，网友可以拨打新街所户
籍室电话：0571—82852110。

知章村村委会前
广场舞噪音扰民

网友“哆来咪小伙伴”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反映，蜀山街道知章村村委会
空地上，每天都有人来跳广场舞，声音
很大每天要到晚上十点左右，噪音严重
影响到了附近村民的休息。

蜀山街道回复：网友所反映的情况，
因目前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业余时间
出来锻炼身体是好事，但也确实存在一
些矛盾，现要求村委加强管理，将音量调
低减小对周围村民正常生活的影响 。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陈亚男

在一些小区，车库开店、住人，是屡
禁不止的痼疾顽症。近日，有市民反
映，北干街道都市广厦小区1、2幢底层
有四个车库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车
库门前堆放的杂物不仅影响环境，更有
煤气瓶、灶具等摆放在外生火做饭，带
来安全隐患。

“他们吃住都在这里，这几户人家
还将灶具、煤气瓶摆放在外，油烟一熏，
味道大得很，既影响小区环境，也存在
严重的消防隐患。”不少居民对此多有
怨言。此外，车库门前乱堆乱放，其中
有不少是易燃物品，同样也是车库租住
饱受诟病的焦点。

记者随即将居民们的诉求反映给
了北干街道车库整治组，整治组第一时
间派工作人员前往实地查看并拍摄照
片，确认属于车库违规使用情况，应纳
入整治范围。

北干街道车库整治组人员表示，将
这些车库纳入近阶段整治中，目前已联
系物业积极调查情况、寻找车库业主，

并劝说租住人员限期搬离。如果在规
定期限内未搬离的，街道将进行清腾。

目前，小区车库整治集中推进阶段
已进入到了尾声。经统计，前期排查出
来的1887处车库中，近95%的车库已
整改到位，恢复了原有面貌和用途。除
新塘街道已完成整治外，城厢、北干、蜀
山三个街道将继续按照“六清两复”标
准进行车库整治的扫尾工作，并加强日
常巡逻力度，随时“回头看”巩固整治成
果。下一步，将建立相关长效管控机
制，有效遏制车库违规使用乱象反弹。

同时，针对整治后期不时出现的投
诉情况，四个街道将及时响应各类投
诉，对涉诉违规使用但未列入整治清单
的，进行实地踏勘确认。一旦认准属于
车库（含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杂物
间）范畴，则一视同仁纳入整治。对涉
诉已纳入整治清单但尚未被整治到的，
将整治安排和进度据实反馈给投诉人，
并欢迎市民监督，做到公平公正。

这一周，温暖四月天相伴

春天燕子忙 记者 丁毅 摄

车库整治进行时

车库变“厨房”居住者被限期搬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