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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中心

湘湖供电所

闻堰服务站

衙前服务站

新塘服务站

蜀山服务站

所前服务站

0571-51237555
0571-51237130
0571-51237666
0571-51237139
0571-51237663
0571-51237669
0571-51237677
0571-51237679
0571-51237690
0571-51237693
0571-51237709
0571-51237705
0571-51237722
0571-51237721

0571-51228555
0571-51228130
0571-51228666
0571-51228139
0571-51228663
0571-51228669
0571-51228677
0571-51228679
0571-51228690
0571-51228693
0571-51228709
0571-51228705
0571-51228722
0571-51228721

部门 原号码 现号码尊敬的电力客户：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国网萧山

区供电有限公司的关心与支持!
根据工作需要，为更好的服务

全区电力客户，自9月15日起萧山
区供电公司下属供电所、服务站工
作电话号码将进行变更，变更情况
详见下表，敬请保存并相互转告！

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谅解！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
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注：变更规则为原号码“37xxx”变更为“28XXX”。

萧山区供电公司工作电话变更告知书

钱江供电所

宁围服务站

新街服务站

临浦供电所

浦阳服务站

0571-51237170
0571-51237000
0571-51237196
0571-51237739
0571-51237735
0571-51237752
0571-51237761
0571-51237755
0571-51237289
0571-51237299
0571-51237302
0571-51237313
0571-51237838
0571-51237839

0571-51228170
0571-51228000
0571-51228196
0571-51228739
0571-51228735
0571-51228752
0571-51228761
0571-51228755
0571-51228289
0571-51228299
0571-51228302
0571-51228313
0571-51228838
0571-51228839

部门 原号码 现号码

进化服务站

义桥服务站

戴村服务站

河上服务站

瓜沥供电所

0571-51237853
0571-51237855
0571-51237865
0571-51237869
0571-51237882
0571-51237885
0571-51237905
0571-51237913
0571-51237235
0571-51237243
0571-51237603
0571-51237249
0571-51237264
0571-51237777

0571-51228853
0571-51228855
0571-51228865
0571-51228869
0571-51228882
0571-51228885
0571-51228905
0571-51228913
0571-51228235
0571-51228243
0571-51228603
0571-51228249
0571-51228264
0571-51228777

部门 原号码 现号码

党山服务站

益农服务站

党湾服务站

坎山服务站

南阳服务站

靖江服务站

0571-51237776
0571-51237780
0571-51237793
0571-51237795
0571-51237806
0571-51237809
0571-51237822
0571-51237825
0571-51237924
0571-51237923
0571-51237942
0571-51237937

0571-51228776
0571-51228780
0571-51228793
0571-51228795
0571-51228806
0571-51228809
0571-51228822
0571-51228825
0571-51228924
0571-51228923
0571-51228942
0571-51228937

部门 原号码 现号码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航民股份购买杭州航民百泰
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民百泰）一事有
了新进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近日无条件通过了航民股份关
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
核，目前，航民股份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正式核准文件，另外，航民股份A股股票已
于9月6日复牌。

航民百泰将成航民股份全资子公司

根据航民股份之前披露的公告显示，
本次交易航民股份拟向航民集团、环冠珠
宝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航民百泰100%股
权。截至该报告书摘要签署日，航民集团
持有航民百泰51%的股权，环冠珠宝持有
航民百泰49%的股权。本次交易后，航民
百泰将成为航民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以2017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
航民百泰与重组交易对方协商确定航民百
泰100%股权作价为10.7亿元，股票发行
价格为9.72元每股，股票数量为1.1亿股。

关于股份锁定期，本次交易对方航民
集团和环冠珠宝承诺：“就本公司在本次交
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相对应的，本
次交易标的公司航民百泰2018年、2019

年、2020年承诺净利润数需分别不低于
7200万元、8500万元、10200万元，否则将
进行一定的业绩补偿。

据了解，航民股份的业务体系以纺织、
印染业务为核心，以供水、污水处理、热电、
煤炭运输贸易等为配套。而航民百泰则是
一家集黄金珠宝首饰的设计、生产、加工及
销售于一体的黄金珠宝首饰行业企业。重
组完成后，航民股份的主营业务将在纺织、
印染的基础上，拓展到行业壁垒较高、发展
前景广阔的黄金珠宝相关业务，自此，印染
巨头航民股份进入时尚领域，同时也为今
后公司适度多元化的外延式发展积累经
验。

产业整合升级 开拓新业务

本次针对航民百泰的并购重组，是航
民股份产业整合升级的关键一步。

“开拓新业务实际上是未雨绸缪，”有
业内分析师称，当前，在供给侧改革的大环
境下，印染行业的发展面临着较大的资源
环境压力，各级政府相继出台政策，在严格
限制新增产能的同时，鼓励企业技改创新、
淘汰落后产能、实施节能减排、推动并购整
合，进一步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但目前同业并购并不被看好，行业整合的
条件也还不充分。

“当然原料价格持续上涨也是重要原

因。”据上述人士介绍，近年来，PTA、甲醇
等工业原料的价格一路攀升，尤其是今年，
甚至出现了一些纺织企业停产的消息。要
想实现原先主业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困难
重重。

而航民股份将目标盯准航民百泰也并
非一时兴起。2017年，航民百泰资产总额
达 10.8 亿元，占航民股份资产总额的
22.34%，营业收入达34.5亿元，占航民股
份营业收入的98.73%。

一方面航民百泰在黄金珠宝首饰行业
地位稳固，具有突出的市场竞争力，根据中
国黄金协会发布的《中国黄金年鉴 2017》，
航民百泰黄金首饰加工量位居全国第三；
另一方面，在当下消费升级的背景下，黄金
珠宝首饰行业所处市场为消费驱动型，行
业处于成长期，发展前景广阔，值得优先布
局。

打造印染行业与黄金首饰行业的“双
龙头”主业，航民股份此举势必能够进一步
提升经营稳定性，降低行业和经济波动周
期性风险，实现双主业联动发展，从而创造
广阔的产业链整合和发展空间。

总的来说，萧山经济正处于转型调整
期，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是实现经济结构调
整、产业整合的高效手段，上市萧企并购重
组也主要以产业整合升级、上下游产业并
购为主。

印染企业变“时尚先锋”

航民百泰作价10.7亿装入上市平台

9月12日，位于北干山的北彩虹高架现已紧锣密鼓进入路面施工，来往车
辆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摄联会 傅灿良 摄路面施工注意安全

■记者 王俞楠 通讯员 裘航

本报讯 近日，作为我区2018年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浙江萧山老年医
院装修工程正式启动。整个装修工程
投资 9000 多万元，项目总工期 100
天，预计将于今年12月10日前完工。

走进施工现场，记者发现有工人
正在对墙体进行拆除工作。而在后一
幢楼内，水电工人正在进行管线预埋
工作。“现在水电、暖通、消防等班组
120多人已经进场施工了。在进入装
修之前，要对原先的土建进行改造、结
构重新加固。”萧山老年医院筹建处工
程部负责人泮剑辉告诉记者，土建改
造和水电、消防、智能化等安装工程是

现阶段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整个装
修工程的难点。

由于工期紧、任务重，为了确保安
全生产以及项目的顺利推进，区国资
总公司专门成立了老年医院装修项目
工程推进领导小组，采取4个小组轮
流值班的方式，做到“现场有工人在，
管理人员就不下岗”的管理要求，同时
还有专门的安全生产员和监理人员对
施工场地进行安全督查，为项目的顺
利推进保驾护航。

萧山老年医院筹建处负责人还表
示，医院新招聘的第一批医护人员已
在合作方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为期4
个月的入职培训，确保服务质量。

萧山老年医院装修工程正式启动

■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吴杨盈

本报讯 为进一步缩短行车间隔，
提高2号线列车运力，杭州地铁运营
分公司陆续开展了新车增购工作。目
前，2号线增购的45、46号列车已抵达
蜀山车辆段进行调试。

据了解，杭州地铁2号线东起萧
山区朝阳站，贯穿钱江新城、钱江世纪
城、良渚片区，大致呈东南-西北走
向。车标识色为丹桂橙，选用B型车，
车体长度为 19 米，全车定员 2034
人。每列车为6节编组，其中4节为动

车，2节为拖车，运行最高速度可达
80km/h。自其全线通车以来，客流量
逐渐呈上升趋势，日均客流量达到45
万人次，急需新车分担乘客日益增长
的出行需求。

目前，2号线具备上线条件的列车
共计44列，45、46号列车正在蜀山车
辆段调试，增购的47至52号六列车计
划于今年年底陆续抵杭。到明年6月
份，2号线列车预计共达66列。届时，
随着新列车陆续上线载客，将有效缓
解2号线高峰期间的运营压力。

地铁2号线新车抵杭调试 明年列车将达66列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朱泽华徐鲁

本报讯 近日，为进一步提升“最多
跑一次”事项的实际成功率与群众满意
度，区气象局党组纪检组对气象“最多
跑一次”事项实际办理情况、群众回访
情况进行专项督查，认真查找实现“最
多跑一次”过程中切实存在的问题，积
极督促牵头科室做好整改工作。

通过群众的反馈意见、窗口工作
的实际体验等形式，区气象局党组纪
检组明确了具体改进措施：一是提升
办事效率。办件量最多的“气象证明”
事项由2个工作日的承诺件调整为即
办件，大幅节约群众办事时间。二是
优化办事流程。“气象证明”事项内部

流程调整为窗口“一站式”办理，打通
窗口网络，由窗口人员直接调取气象
数据后开具证明。三是严格落实“容
缺后补”制度。对于资料未准备齐全
的办件，先予办理，允许群众事后补
交。四是加强办事回访。办件结束
后，及时开展办事群众电话回访，了解
群众对此次办件的满意度，收集意见
建议。五是提供温暖的气象服务。针
对受灾办事农户，提供全年气象预报
预警短信提醒服务，及时减少农业灾
害损失。

据悉，局党组纪检组将对“最多跑
一次”中问题的整改情况开展不间断
的再督查，以纪律监督倒逼气象服务
跑得更快、更有温度。

专项督查倒逼气象服务跑得更快、更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