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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7月 12日 7 月 13 日 8:

30-17:30 停文化 A616 线文化

开 G17 文海 A6161 线-妇保开

G11妇海A6162线：东阳桥、姚家

潭、党校萧山区分校、供销茶叶市

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城厢街道

办事处、东城名苑、印刷厂宿舍及

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石岩

C456 线黄家章村前章 3#变 A

路、B路开关：蜀山黄家章村前章

一带；7:30-17:30停石岩C456

线黄家章村前章8#变：蜀山黄家

章村前章一带；08:30-15:30停

祝家C428线32#杆后段线路：章

潘桥行政村（姚家畈自然村）、杭

州鼎铭尚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国

友机电有限公司、杭州汉江实业

有限公司、杭州恒力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杭州华裕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领航电器有限公司、杭州南

鹤纺织有限公司、杭州赛一食品

有限公司、杭州万通五金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杭州萧山蔚翔塑胶

制品有限公司、杭州新画面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杭州益国金属球

化型材有限公司、杭州泽川精密

机械有限公司、浙江九鼎石材陶

瓷品市场有限公司；8:35-17:30

停杭兴A236线滨垦Ⅱ开长荣分

线03#杆天蓝分线开关：新街杭

州吉星塑料模具有限公司、杭州

佳力水泥有限公司、杭州华超紧

固件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区红

垦农场、杭州市公安局、杭州萧山

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

南郊监狱、杭州建发水泥制品厂、

杭州长荣玻璃有限公司、杭州天

蓝玻璃有限公司、杭州经纬管道

制造有限公司等一带；8:45-17:

30停宁镇A108线宁初开G16宁

泰家园：宁围街道宁泰家园等一

带；7:35-12:35停爱华C752线

01#杆爱华C7521开关：党湾镇

镇中村、世安桥村及杭州艺河服

饰有限公司、奥展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尤金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浙

江中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

荣春制衣有限公司、杭州科光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和合压延

玻璃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党湾松

森五金配件商行等一带；7:

35-12:35停民新C744线01#杆

民新C7441开关：党湾镇建业银

座、镇中村、泊景湾及党湾镇人民

政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义鸿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思熠洋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杭刃工具有限公司、党湾镇

才良布厂等一带；7:30-17:30停

神龙362线龙虎村15#变：南阳街

道 龙 虎 行 政 村 3 组 一 带 ；7:

00-15:30停进镇A362线21#杆

（进镇A3622开关）-王闸开G11

天王A362线：进化镇王家闸村、

进化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杭州

丰海五金有限公司、萧山区进化

镇排灌总站上盈坞分站、萧山区

进化镇湖电力排灌总站上盈坞分

站、杭州新艺伞业有限公司、进化

镇人民政府、萧山区进化镇第一

初级中学、杭州鸿磊塑业有限公

司等一带；6:40-10:10 停久峰

C955线 54#杆（久峰C955线后

马湖分线开关）：临浦镇河杨湖

村、张家弄村、横一村、横二村、浦

南村、杭州萧山龙发塑料厂、杭州

萧山天宁鞋塑有限公司、杭州泰

诚塑业有限公司、杭州佳豪木业

有限公司、杭州科海塑胶厂、杭州

萧山永兴纸箱厂、杭州富宏发泡

鞋材有限公司、临浦镇人民政府、

杭州市萧山区林场、杭州飞凯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杭州硅宝化

工有限公司、杭州奥盛鞋业有限

公司、杭州快霸化工有限公司、杭

州萧山天恩建材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临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等一

带；6:30-10:10停黄洞C952线

48#杆（黄洞C952线石马头分线

开关）：戴村镇石马头村、杭州萧

山戴兴塑胶厂、杭州翌发实业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永兴金属工艺

喷塑厂、杭州永富电子仪表有限

公司、杭州市萧山区公路管理处、

杭州中油高盛能源有限公司等一

带；06：30分左右短时停电一次

停进镇A362线王闸开G11天王

A362线后段：进化镇王家闸村，

华锋村，杭州天衣密封件制品有

限公司（云深工贸）,杭州光驰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进化镇人民政

府（王闸机埠）,杭州建亿金属制

管厂,杭州萧山第五酒厂等一带；

06：30分左右短时停电一次停龙

岗 A361 线进站 II 开 G16 进机

A361线：进化镇王家闸村，杭州

耀江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一带；

15：45分左右短时停电一次停龙

岗A361线变电所间隔开关：进化

镇裘家坞村等一带；16:30分左

右短时停电一次停歌剧C764线

变电所间隔开关：北干街道浙江

莱茵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世纪名

家家居分公司、银河小区、城建公

寓、萧山歌剧院、萧山图书馆、萧

山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污水处

理、市政园林、汇金物业、国税局

及其周边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7 月 13 日 9:00-17:30 停

10kV义车站4#间隔新出电缆至

义盛街道15#变电缆割接工作，

原农贸一站4#间隔至义盛街道

15#变电缆拆除(城源）杭州大江

东义蓬街道农贸一站开关站移位

临时过度工程：义蓬街道一带；9:

00-17:30 停新湾街道建华村

15#变台区改造工程（丰安）创新

村4#变台区改造工程：新湾街道

创新村一带。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代办厂房土地转
让过户手续，联系人：王岗1395717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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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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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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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前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7月12日
晚潮时间
21：20
23：50
14:10
危险

高潮位
(米)
4.50
4.70
4.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13日
早潮时间
9：30
11:50
1:40

高潮位
(米)
4.00
4.40
4.60

停电时间：7月12日。停电原因：金部A309先负荷
割接工程：新湾街道梅林大道钱塘江石材仓储中心、丁
坝粮油、农二场（三）、中国石化、鼎实仓储（二）、杭州大江
东实业投资公司、钱塘江建材有限公司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乐拼百货商行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8 月 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BR1WX46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乐拼百货商行 2018年7月12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名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5年12月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95660985530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名天广告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2日

浙江道航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

注册资本从5191万元减至499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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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
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决定对萧然南路（西河路至市
心南路段）进行交通组织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2018年7月16日0时起，对萧然南路（西河路至市心南
路段）交通组织调整为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市心南路
萧然南路路口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进入萧然南路。市心南
路萧然南路路口禁止机动车北向西右转，市心南路萧然南
路路口禁止机动车南向西左转。

请过往机动车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标牌通行，并服从现
场管理人员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7月10日

关于萧然南路（西河路至市心
南路段）调整交通组织的通告

招标公告
工程名称：2018-2019年度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的服

务单位招标
资格要求：应具备建设部颁发的工程造价咨询甲级或

工程招标代理甲级资质且经萧山区招管办2018年备案。
项目负责人为注册造价工程师。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请于2018年7月13日9：00 至16：00，在萧山区金惠
路358号汇通大厦2幢1004室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每份
200元，售后不退）。

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企业
资质证书副本；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报名人的身份证及
单位为其个人缴纳的相应社保证明；（提供复印件加盖公
章，原件备查）

详见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网(www.zjx-
scoop.com)、万丰网(www.zjwfgroup.com)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2018年7月11日

杭州地铁7号线工程盈中站车站工程将于2018年7
月10日正式开工建设。施工期间为保证周边道路顺畅，
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
需对笑岩线与大治河之间的建设四路进行封闭围挡并对
过往车辆进行疏解，特公告如下：

一、盈中站围挡情况
①围挡封闭时间：2018年7月12日~2020年2月8

日；②围挡封闭位置：建设四路盈中村段（笑岩线与大治
河之间）；③围挡期间主要影响道路：建设四路。

二、车辆通行方式
盈中站施工期间，建设四路盈中村段（笑岩线与大治河

之间），机动车通行时改道至围挡南侧新建道路（见右图）。
三、温馨提示
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杭州地铁7号线工程盈中站施

工期间附近道路相关交通信息，及时了解改道路线及周
边交通运行状况，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绿色出行、错
峰出行，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出行造成的不便。

请机动车驾驶人在施工期间经过上述路段时，按交
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交通民警指挥。

场地内施工期间有大型机械作业，未经允许请勿入内。
暂时的不便是为了以后的通畅，施工期间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萧山区建设四路局部路段封路改道施工公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108年7月11日

杭州地铁7号线工程坎山站将于2018年7月12日正式
开工建设。施工期间为保证周边道路顺畅，最大限度降低对
市民出行的影响，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需对建设四路（建设
四路与坎红路十字交叉口西侧450米范围内，东侧250米范
围内）进行局部道路导改施工，特公告如下：

一、车站围挡情况
坎山站围挡情况
①围挡导改时间：2018年7月12日~2018年9月10日；

②围挡封闭位置：建设四路与坎红路十字交叉口西侧450米
范围内，东侧250米范围内（建设四路道路变窄）；③围挡期
间主要影响道路：建设四路。

二、车辆绕行方式
坎山站施工期间，建设四路局部路段由双向六车道导改

为双向四车道通行（由东向西为两车道、由西向东为两车
道），机动车道两侧为人非混行道，人非混行道宽度3.5m，；
北塘东路、国庆路、紫新路、长乐五路不受现状交通影响，通
过建设四路的车辆及行人利用周边道路网绕行：

建设四路东西通行车辆及行人：北面可绕行国庆路，南
面可绕行紫新路；西侧可绕行长乐五路、东侧可绕行北塘东
路绕行。

三、温馨提示
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杭州地铁7号线工程坎山站施工

期间附近道路相关交通信息，及时了解绕行路线及周边交通
运行状况，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绿色出行、错峰出行，最
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出行造成的不便。

请机动车驾驶人在施工期间经过上述路段时，按交通标
志标线指示通行，服从交通民警指挥。

暂时的不便是为了以后的通畅，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18年7月11日

萧山区建设四路局部路段导改施工公告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俞秀春

本报讯 机器人走进制造业的生产环
节之后，又成批走进电商平台的物流仓
储。日前，记者从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获
悉，杭州佳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
杭州空港园区的跨境智能仓一期项目建
成并投入试运行，完成了第一轮布局。

机器人在仓库里面能做什么？以机
器人为代表的智慧仓储一旦与信息化跨
境物流平台相融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
革？大家不妨一起来先睹为快。

拣货量比传统拣货员多三倍

杭州佳成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

跨境智能仓位于杭州空港园区内，基地
总占地面积超过10万㎡，拥有两幢现代
化高标准3层双边物流仓库，集保税功
能与非保税功能于一体，仓储总面积7.3
万㎡，卸货平台20个，总办公面积6000
㎡，停车场面积1万㎡，可同时停放超过
100台 40尺集装箱卡车，进出货物吞吐
量巨大。

如此大的物流仓库，如此多的货物，
需要加快分拣速度，要的人手肯定不少
吧？然而，佳成智能仓中，记者却见不到
许多进进出出的工人，穿梭在货架中的，
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台智能化仓储机器人，
还有几台操控机器人的电脑设备。

该项目的总监王枞至道出了其中的

奥妙，智能仓的建设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
智能化仓配物流系统，实现AGV无人搬
运，AGV自动分拣，wifi实时无线传输技
术、RFID自动识别，以及利用视频、智能
电子看板等功能精准有效地对数以百万
计的商品进行管理。

像这样的智能化仓储机器人，在佳成
国际的跨境智能仓里有110个，记者看到，
在公司一期6000㎡的储存空间里，几乎看
不到工人的身影，只有数十辆AGV小车
沿着规定的路径行驶，有条不紊地将货物
投入相应的“窗口”中。

王枞至告诉记者，目前，机器人与拣
货员搭配干活，一个拣货员一小时的拣货
数量比传统拣货员多了近三倍。并且，智

能化仓储机器人通过智能自主充电，可以
24小时无间断运行 ，极大提升了仓储管
理效率。在这个过程中，智能化仓储机器
人出错率几乎为零。

带动行业进入新阶段

记者从空港经济区管委会了解到，像
这样的智能仓，在杭州空港园区尚属首次
采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该项目技术
的进一步推广，将带动区域内的其他仓
储、物流行业进入新的智慧阶段。

王枞至表示，随着智能化机器人走进
电商平台的物流仓储，其中最主要的变化
就是机器人仓储物流从过去的单点开花
走向大规模应用。“目前不少企业在探索

智慧仓、无人仓，但大多都停留在小规模
测试和演示阶段。”王枞至说，接下来公司
将考虑让生态内的企业能够落地使用，目
标建立大规模的智能仓集群，并投入到实
际业务运营当中。

根据最新透露的消息，在一期智慧
仓储的基础上，由佳成国际建设运营的

“跨境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也即将上线
试运行。据介绍，平台将以智慧仓储为
抓手，并结合信息化科技手段联动海外
仓（联盟），以智慧化、信息化手段实现全
渠道物流的每单申报、分批出货、集中报
关等，积极服务和支持浙江省优质制造
和电商企业布局跨境电商，实现品牌出
海。

从“汗水分拣”到“智慧仓储”

空港跨境智能仓：110个机器人干活效率高三倍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杨阳

这个月初，“金迪木门号”高铁专列正式
运行，它将驶向包括华东、华南、华中及华北
各大城市，这也预示着，萧山装饰卫浴龙头
企业浙江金迪控股有限公司将以“高铁速
度”走上以品牌带动转型升级的发展之路。

1986年，王永虎临危受命，用3.8万元
把废旧工厂改造成了塑料包装厂，主打的特
色产品“美容镜”，更是红极一时，成为党山装
饰卫浴块状经济形成和发展的策源地。此

后，免漆装饰木门、金迪摩卡门、能吸附甲醛
的新型木门，以及各种充满科技元素的装饰
镜打开了金迪品牌化发展之路。

占地扩展到200多亩，公司员工增加
至1500余人，全国各地经销商门店增至
800多家，资产10亿规模，经过32年发展，
偏居萧山一隅，绕城线之外的金迪俨然成
为萧山卫浴的“领头羊”。

然而，已过“三十而立”的金迪需要转
型升级，特别是去年以来的卫浴行业整治，
让金迪明确了今后的发展路径：响应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以品牌和质量双轮驱动，带
动企业转型升级。

一直以来，金迪十分重视品牌管理。
1992年，金迪便在20类“家具”上注册了
商标，后来随着业务拓展，金迪对包括“金
迪”和“Goldea”进行了全类别商标注册。
随着自主品牌出口规模越来越大，金迪又
按马德里国外商标注册体系，在出口国进
行了大量注册。这些年，金迪从过去大量
贴牌加工，到目前每年有30%自主品牌产

品出口国外，金迪的品牌意识越来越强。
而在产品质量上，近几年，金迪也导入

了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注重对全体员工质量
培训，以“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为引领，金迪
不断做精做细装饰卫浴行业，并致力于成为
全球一站式健康木家居领跑者。

“作为生产终端消费品的企业，一方面
要用好产品、好质量、好服务来满足老百姓
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用品牌宣传扩大影响
力，目前企业在瓜沥开了首家金迪一站式
家居体验店，用金迪的品牌价值打通购买
渠道，真正方便与服务老百姓。”金迪办公
室主任宋利明说。

区市场监管局点评：作为国内装饰卫
浴前5名，以及中国免漆门创始企业，金迪
的存在，曾让党山片出现过70多家名字中
带“迪”的卫浴装饰企业。这背后既是品牌
的力量，也有产品质量的支撑。目前，金迪
正在申请萧山区政府质量奖，卫浴家具产品
正在开展“品字标”认证，未来，绿色环保家
居也将成为金迪的一张对外“金名片”。

以“高铁速度”叩响品牌转型升级之门

撑起发展的脊梁
萧山品牌纪事

■通讯员 王晨晨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近日，深交所发布《关于
融资融券标的证券2018年第二季度
定期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显
示，2018年第二季度融资融券标的证
券调整后的股票数量为425只，其中
我区恒逸石化在新调入之列，该通知
自2018年7月9日起施行。

据了解，融资融券标的股票选取
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
易实施细则（2016年修订）》规定，综合
考虑市盈率、上市公司及市场情况等
因素，按照加权评价指标从大到小排
序选取新增调入的标的股票。

融资融券交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公司股票市场流动性，引导股价
趋于体现其内在价值，并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缓解股票价格的波动，维护证
券市场的稳定。“恒逸石化此次能够入
选到两融标的股票名单，也充分体现
了资本市场投资者对公司股票投资价

值的认可。”恒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了解，恒逸集团作为PTA行业
龙头企业之一，近年来，该集团通过采
用破产项目拍卖、合资合作、项目租赁
等方式，整合下游聚酯化纤产能，以最
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化纤行业
产能扩张。未来，恒逸集团依旧会在
化纤行业内以多种方式与行业内其他
企业进行合作来扩大发展。

为缓解国内过剩产能，恒逸集团
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境外投
资并购、跨国合作发展的方式，拓展市
场空间。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近年
来一直在努力打造石化—化纤全产业
链布局。目前，公司加快了扩大“涤
纶+锦纶”产能步伐，双纶驱动效应已
显现，进一步提升了行业集中度。同
时，近期恒逸石化在文莱的炼化项目
的顺利进展，为公司向全产业链的发
展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恒逸石化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