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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子蟹大量上市 价格猛降
三四户人家拼一筐 最低价格只要12元/公斤

北干聘任村级监察联络员

蜀山集中整治环境乱象

义桥培训“扫黄打非”进基层网格员

本报讯 本周六，19楼婚博会、家博
会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为期两
天。这是19楼两大展会首次联合开幕，
可以一次性满足杭州及周边市民结婚、
装修两大需求。

婚博会的展商涵盖婚纱摄影、婚纱
西服、婚宴、婚庆、黄金珠宝、婚车租赁、
喜糖喜酒蜜月游等行业；家博会的展商
则包括了装修设计、卫浴瓷砖、地板地
暖、衣柜门窗、厨具厨电、家具床垫、空调
电器、吊灯等行业。

展会上，超值福利享不停。婚纱租
赁套餐价格低至2000元；克拉级美钻售
价仅为商场售价的一半；黄金能享每克
直减30-50元的优惠；全球旅拍最低只
要3888元；费列罗最低每颗仅售2.24
元；卫浴知名马桶399元起；厨房烟机灶
套装2999元起；实木地板339元/平方

米起；品牌沙发低至2.8折；老板、西门
子、顾家家居、索菲亚、金牌、大金、日立、
TATA、科勒、TOTO等大牌家居全场百
款商品全部特价。

本次组委会还特别提供了“管家”式
服务。管家们可以为消费者定制一份整
体的消费方案，帮助消费者做好消费规
划，还可以帮助消费者争取到更多福利
和优惠。

此外，所有来逛展的消费者都将享
受到组委会提供的多重大礼：

1.代金券：价值万元的结婚、装修代
金券免费送。

2.见面礼：8000台无叶落地静音塔
扇，送给逛展结婚新人；1.9元秒杀19楼
特供地漏，19元鸿雁五孔插座套装（8
只），送给提前参与抢购逛展的装修业
主。

3.下单礼：婚博会现场下单，最高送
4999元豪礼+2600元现金。奖品包括：
iPhone X 、iPad、裸钻、扫地机器人、九
阳料理机、平衡车等。

家博会现场下单，可凭订单换取电
风扇、50-200元超市卡、智能马桶、扫地
机器人等礼品。现场家装订单用户还能
享受2000元装修基金和1800元第三方
全程免费监理券。

（奖品请以现场实物为准）

展会信息
时间：2018年8月11日-12日
地点：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咨询热线：4001-019-619（婚博）

400-672-9919（家博）
免费接驳：地铁 1 号线江陵路站 A

出口，2号线盈丰路站A出口

娶新娘、装新家，两大需求一次满足

19楼婚博会家博会明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通讯员 张祥荣 首席记者 施丹丹

本报讯 近日，北干街道召开村、社
区纪检干部会议。街道纪工委聘任了31
名同志为村级监察联络员，推动监察工作
向村、社区基层延伸，切实打通监察监督

“最后一公里”。
据悉，这些村级监察联络员大多由

村监委主任、社区居监委主任等担任。

根据要求，村级监察联络员今后要开展
好各项监察工作，如：了解和反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策部署在本地的
贯彻落实情况，反映村民主决策、村务公
开和财务公开、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
管理、村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及可能存在
的问题，反映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切实强化基层监
察网络覆盖。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记者 徐文燕

本报讯 7日，义桥镇召开“扫黄打非”
进基层网格员培训会议，邀请萧山区文化
执法大队城厢中队高佳敏为各村（社区）网
格员进行业务培训，进一步加强网格员“扫
黄打非”信息排查能力，全面推进“扫黄打
非”进基层网格工作。

“扫黄打非”进基层网格，即发挥网格
“一长三员”的多能作用，由村（社区）网格
员承担“扫黄打非”监管工作，及时掌握涉

“黄”涉“非”动向，实现监管全覆盖，充分
发挥“小网格大力量”。村（社区）网格员
将通过日常巡查，重点关注城郊接合部、

车站、广场、学校周边、景区等重点区域以
及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对书报刊亭或门店
销售非法出版物、游商地摊无证兜售出版
物、色情演出、流动搭台（大篷车）非法演
出、“地下”印刷厂（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印
刷业务的非法场所）、黑网吧（未经批准擅
自设立的网吧）等六类情况进行监督。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扫黄打非”进基
层网格工作，义桥镇建立了文化市场管理
暨“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村（社区）联
络员，由分管文体工作的村（社区）班子成
员具体负责“扫黄打非”网格巡查工作，并
协助相关执法部门开展“扫黄打非”调查、
执法工作，营造全镇良好的文化环境。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韩佳佳 丁水富

本报讯 连日来，针对辖区小白线
（桥头陈村段）道路沿线脏乱差问题突出、
长效管理难度较大、多次整治成效不明显
的情况，蜀山平台牵头、部门联动，共计出
动500余人次，对该区域存在的无证经
营、占道经营、出店经营、乱搭乱建、乱停
乱放、乱贴乱画等各类乱象进行集中整

治。
蜀山街道整治行动雷厉风行、多措并

举，集中取缔了一处临时摊贩疏导点，腾
空60家经营户，拆除违建构筑物约400
平方米；拆除商铺私自搭建的遮挡雨棚及
违法广告牌80余处，约500平方米。与此
同时，街道还发放了50余份沿路违建附房
店面腾空通知单，并于日前拆除完毕，共计
2125平方米。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便民热线

●遗失李亚平世茂智慧之门
七甲闸村1-1118不动产统一
发票，号码：589097、589098，
声明作废（遗失）。
●遗失杭州久饰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74953601，
及机构信用代码证：G10330
10907495360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夏加儿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58979801，
及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33010905897980L， 声
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8月13日 9∶00-17∶30
停杭州大江东产业聚集区河
庄街道美变更换工程（城北）
宏图房产1#变、宏图房产4#
变美变更换：河庄街道宏河
嘉园小区；9∶00-17∶30 停

2017年河庄街道公变增量布
点二期工程（国通）建设村
21#变低压改造：河庄街道建
设村一带(钱江小学、付伟良
诊所一带)；9∶00-17∶30 停
2018年三联村台区改造一期
工程（兴耀）三联村3#变低压
改造：河庄街道三联村一带
(三联村东片）。

遗失公告
城厢街道南市社区卫生服务站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 2017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登记号为
PDY00377133010912B2001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城厢街道南市社区卫生服务站 2018年8月10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2月2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955265220XL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公司2018年8月10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泓谊服饰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

公司，请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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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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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0日
晚潮时间
23：00

-
16:30
危险

高潮位
(米)
4.20
-

4.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11日
早潮时间
11：30
1:10
3:10

高潮位
(米)
4.00
4.40
4.00

尊敬的电力用户：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

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
号）、《浙江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取
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浙
价资〔2017〕20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电
网和转供电环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
〔2018〕787号）文件要求，供电部门正在组织清退已收取
的临时接电费，请未办理清退手续的客户（包括已收取但
未到合同约定退还时间的临时接电费），于2018年8月
20日前持原缴费凭证（收据）原件及银行账号等相关材料
到所在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费手续。详询当地营业厅。

特此公告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0日

关于临时接电费退费的公告

供电营业厅
城区中心营业厅
湘湖供电营业厅
临浦供电营业厅
瓜沥供电营业厅
钱江供电营业厅

咨询电话
0571-51228030
0571-51237130
0571-51237299
0571-51237235
0571-51237170

营业时间

周 一 至 周 日 8:
30—11：30；12:
30—16：30（法定
节假日休息）

受杭州萧山供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建
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萧山第二分公司对万丰大厦大
堂及屋顶装修改造工程进行公开招标，现向社会公开
招标，信息如下：

1、投标要求：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及以上或者具备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三
级及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资质等级要求二级及以上
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2、工期：35日历天（含节假
日）；3、投资估算175万元；4、质量要求：合格；5、报名
时间：2018年8月15日（上午8∶30至下午16∶30）；6、
报名地点：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萧山第二分公
司（萧山区市心中路1028号国泰大厦北楼三单元502
室）；7、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或委托书(原件，须在公
告时间后有效)；受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企业
营业执照、资质证书、项目负责人注册证书(注：报名时
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盖公章)；8、代理机构：
浙江建安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萧山第二分公司，联系
人：汪女士，联系电话：0571－82892913。

杭州萧山供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8月9日

招标公告

萧山城区杨岐山单元XH0304-01、28、29地块位于浙江省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北至亚太路，南至已出让商业、居
住地块，西至规划河道绿地，东至规划绿地。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建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8年8月10日至2018年8月20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1楼大厅、湘管委宣传栏、湘湖南苑
社区居民委员会宣传栏、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划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书
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联系电话：82899240、28899223 联系人：刘女士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萧山分局2018年8月9日

公

示

项目

原规划指标

拟调整指标

地块
编号

XH0304-01

XH0304-01

XH0304-28

XH0304-29

用地性质

商住用地

居住用地

幼儿园用地

商住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19.9

8.89

0.96

7.95

容积率

2.3

1.5

1.0

1.8

建筑限高

(m)
≤50

≤40

≤18

≤40

建筑密度

(%)
≤35

≤28

≤30

≤30

绿地率

(%)
≥30

≥30

≥35

≥30

备注

商业建筑面积不少于地面建筑面积的80%

——

——

商业商务建筑面积不少于地面建筑面积的20%

■文/记者 洪凯 实习生 周展宇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本报讯 对吃货来说，8月份最劲爆
的消息就是东海开渔了！前段时间还要
110元/公斤的梭子蟹，现在价格下降了一
半多，而且品质更好、更新鲜。

昨天上午，记者走访了城区几家农贸
市场，发现开渔后，市民最青睐的海鲜产
品仍然是梭子蟹。

上午9点，在萧山新农都水产批发市
场，店主金女士和丈夫正忙碌着给顾客称
最后几只梭子蟹。

“今天梭子蟹价格每公斤50元左右，
批发价是每公斤36元，价钱和去年这个时
候差不多。”金女士说。虽然才一个上午，
她的水产店已经卖出200多公斤梭子蟹。
旁边有马大嫂告诉记者，上周梭子蟹的零
售价还要110元/公斤。

“虽然开渔了，但大批量的海产品还

没有进入市场，随着出海渔船陆续回港
卸渔获，接下来梭子蟹的价格应该还会
再低一些。”金女士说。

除了梭子蟹，现在市场上最多的就
是虾类产品。“再过几天，带鱼、虾蛄之
类的海产品也会陆陆续续过来。今天
大个头虾蛄还要100多元/公斤，后续价
格还是要等上市了才能知道，但大致应
该和往年一样，约 70 元/公斤。”不过，
金女士也说了，因为虾类和淡水鱼很多
都是本地提供进货，其价格不受开渔季
的影响，基本与前几日持平。目前市场
上沼虾、对虾、河虾的价格分别为每公
斤44元、54元和 160元，而龙虾的价格
波动较大，一般在每公斤 400至 600 元
之间。

在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情况也大致
相同。摊主张师傅表示，这两天卖得最多
的是梭子蟹，平均价格约55元/公斤。“一
听说最近价格便宜，都是大批量买的！”张
师傅说。

上午10点，萧山新农都水产部的小王
出摊500公斤梭子蟹，摊位上的蟹就没剩
几筐了。

小王是安徽人，他的家族做海产品

批发生意20年了。从去年开始，他到这
里来开拓新市场，在萧山新农都租了摊
位卖各种水产。这个时节，他基本只卖
梭子蟹。

小王告诉记者，其实梭子蟹还有分
类。像现在大家爱吃的那种，用行话讲，
叫大白蟹，个头大，卖相好，批发价是45
元/公斤，个头更大的批发价约60元/公
斤。而他在江苏、上海、舟山等地接触比
较多的是一种叫三角蟹的梭子蟹，个头
比较小，一般卖 34元/公斤。小王介绍
说，大白蟹看着大，但是壳厚，又硬，占斤
两。三角蟹虽然小，但是壳薄，肉扎实，
自己买回家吃，还是三角蟹的性价比更
高。因此，他也极力向马大嫂们推荐三
角蟹。

另外，小王还介绍了一种更实惠的
吃法，他从水箱里拉出一筐没有拆封的
梭子蟹：“大货就是这么一筐筐从码头
运到市场的，300到400元一筐，25公斤
左右，但是不能拆开来挑。除了饭店拿
货，现在也有单个顾客来买，很多提前
用微信跟我订货，据说是三四户人家拼
一筐，最低价格只要12元/公斤，挺划算
的。”

再过段时间，梭子蟹会不会更便
宜？小王回答说，蟹的价格和供货岸口
的发货数量有关。船出海如果捞得多，
岸口发货量大，发货的价格就便宜，反之

就贵。
另外，小王说，现在的梭子蟹还没有

出膏，要到中秋前后才能吃到大量便宜的
膏蟹。

■通讯员 冯婷婷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您儿子在哪里上班？”“家
里挂壁式空调有几只？立柜式空调有几
只？”“您对征迁政策有哪些问题想
问？”……在新塘街道董家埭、油树下社
区征迁农户家中，征迁工作人员认真核
对资料，全面了解征迁农户的家庭情况，
及时解答他们的疑问。

8月8日，新塘街道董家埭、油树下
社区城中村改造正式进入丈量评估阶
段，征迁工作人员和专业评估人员一起

走进征迁农户家中，开展资料核对、丈量
评估等工作。

走进两个社区，处处可见主题宣传
横幅：“城中村改造人人参与，城市化生
活家家受益”“坚持城市化带动，实现跨
越式发展”。评估之前，新塘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挨家挨户宣传政策，解答疑难，
这些工作的开展，形成了浓厚的征迁工
作舆论氛围。

评估首日，两个社区三委班子成员
和党员积极支持评估工作，带头完成评
估，形成了良好的评估氛围。油树下社

区党员徐某祥便是其中一个，他说，“我
们党员更应当有大局意识，带头评估，给
群众做好榜样”。

据了解，董家埭、油树下两个社区城
中村改造共涉及农户470余户，预计本
月下旬完成评估。街道有关负责人表
示，全体工作人员将以“小干部干大事业
的豪气，以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勇气”，实
现“一点不乱、一户不留、一事不剩，老百
姓满意”的目标，向区委区政府、征迁农
户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塘第二轮城中村改造评估火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