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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启事
萧山区国有农贸市场面

向社会招聘以下人员：城区
市场管理若干名，消控室管
理员、电工各1名。要求：男
性，45周岁以内，高中以上学
历，复员军人优先。工资待
遇面议。联系地址：萧山区
城河街1号7楼，联系人：章
明辉，电话：8350327。

●遗失萧山区乒乓球联谊会
登记证正、副本，证号：418，
及公章1枚，及组织机构代码
证，代码：50210059-7，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许都坤发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1枚，
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新万驰建设有限
公司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3300174320，号码：
08922213，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9月15日 7∶30-17∶30
停赵家C455线赵家墩村5#
变A路开关：蜀山街道赵家
墩村一带；7∶35-11∶35停同
昌365线 46#杆东风分线开
关：南阳街道东风村、赭东
村、红山村、永利村及萧山区
人民政府南阳街道办事处、
卫锋管业、翔凤铝业、圣茂塑
胶、明缘塑料制品、华凌轴
承、南阳金星浸塑粉厂、诚盈

针织、龙德信机械、可淋普包
装科技一带；7∶35-11∶35停
同昌365线红山村8#变：南
阳街道红山村一带；7∶35-11
∶35 停隆新 C707 线红山村
15#变：南阳街道红山村一
带 ；7∶30-17∶30 停 越 富
C152线花神庙村13#变：靖
江街道花神庙社区申达路北
新农村一带。

9月16日 7∶35-15∶35
停临西A065线变电所间隔
开关：瓜沥镇大园永鑫化纤、
萧山海通水泵制造、永兴酒
业、春元科纺一带；8∶35-12∶
35 停 美 邦 C320 线 47/13/
16#杆敬老院分线开关：瓜沥
镇萧山区坎山敬老院一带。

9月17日 9∶30-10∶30
停北宸A751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
边一带；14∶30-15∶30停湘
悦C406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北干街道国悦府及其周边一
带；8∶30-16∶30停丽都C104
线韩家弄1#公变1#、2#分支
箱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韩
家弄小区3幢3单元、文化路
158号3单元、社区幼儿园及
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
杨树A428线联谊村20#变A
路、B路开关：所前镇联谊村一
带；8∶35-12∶35停夹灶C657
线11#杆久联分线开关：益农
镇久联村一带；8∶45-12∶45
停科迪A500线12/A17/17#
杆金鼎分线开关（自）：益农镇
群围村、三围村及金鼎实业一
带 ；7∶30-17∶30 停 山 三
A144线长联村16#变：瓜沥
镇（党山片）长联村9组一带；7
∶30-17∶30停临港A064线
沙田头村13#变：瓜沥镇沙田

头村16组一带；8∶30-17∶30
停高都C485线66#杆（高洄
C485线上山头分线开关）：河
上镇东山村等一带；6∶00-15
∶00停山后A188线 18/51#
（山后A188线虎爪山下分线
开关）：义桥镇川页五金工具、
博溢机械、雁楠工具型钢、萧
山天明五金工具、华炯实业、
卡哥科技、振德中药饮片等一
带；6∶00-15∶00停义水C512
线01#（义水C5121开关）：义
桥镇义桥村、港航管理局、吉
欣金属制品、萧山大东南包装
塑料、义桥金属材料市场等一
带；20∶00左右短时停电停义
水C512线：义桥镇(义桥行政
村);吉欣金属制品,港航管理
局,萧山大东南包装塑料,义
桥金属材料市场；6∶00左右
短时停电、20∶00左右短时停
电停群建C513线：义桥镇(湘
南行政村);吉宁五金机械,金
来机电设备制造,山丰机械,
宗兴齿轮；6∶00左右短时停
电、20∶00左右短时停电停义
镇C516线：义桥镇义桥行政
村,广东中奥物业管理萧山闻
堰分公司,建国机电,金晨纺
织印花,敏行机械制造,钱航
船舶修造,三江国际置业集
团,临浦中心供销合作社,义
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翔
大众实业,天翔机电,浦阳江
码头经营,正泰五金工具,星
丰实业,义桥金属材料市场，
烨烁五金,义桥实验学校,义
桥镇中心幼儿园,渔浦小学,
中国电信杭州萧山区分公司,
中国联合工程；6∶00左右短
时停电、20∶00左右短时停电
停中强C518线：义桥镇(湘东
行政村,义桥行政村),晨峰金

属结构,金晨纺织印花,义桥
镇人民政府,天灿房地产开
发,萧山万兴五金机械,萧水
投资置业,中泰实业集团；6∶
00-23∶00停祝水3533线：全
线用户；6∶00-23∶00停杭齿
3547线：全线用户；6∶00-23
∶00停祝净3537线：全线用
户；6∶00-23∶00停祝义3538
线：全线用户。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9 月 17 日 8∶45-9∶45
（短时）停35kV义盛变10kV
胜利 0677 线配合短时倒负
荷：义蓬街道盛都苑、宏景苑
小区、蜜蜂村、义盛村、新庙前
村、爱辉制衣、德盛宾馆、宏鑫
塑业、义蓬泵业、红旗网络丝、
创泓实业、摩提卡勒家纺、合
益包装材料一带；17∶30-18∶
30（短时）停 35kV 义盛变
10kV胜利0677线配合短时
倒负荷：义蓬街道盛都苑、宏
景苑小区、蜜蜂村、义盛村、新
庙前村、爱辉制衣、德盛宾馆、
宏鑫塑业、义蓬泵业、红旗网络
丝、创泓实业、摩提卡勒家纺、
合益包装材料一带；9∶00-17∶
30停五南0967线党垦分线
01#-17#导线更换，16#杆新
上开关一台等工作（国通）前进
变五南0967线13#至29#杆之
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南阳
垦种（一）、梅西垦种(西)、党湾
曙光垦种、临东农业、党湾永
乐垦种、党湾新梅垦种、党湾
垦种后变、党湾垦种（二）、乐园
垦种、党湾垦种（一）一带；9∶
00-17∶30停2018年义盛村
台区改造一期工程（兴耀）三
联村10#变低压改造：新湾街
道三联村一带。

招聘信息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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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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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65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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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1日14时30分在萧山区北
干街道办事处（金城路1269号）1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一、标的：（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起拍价为首年租金。）
标的物为：城北村老村委办公大楼（9年租赁权），面积

约为：600平方米，起拍价：40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标的展示：即日起至2018年9月18日15时止，

接受咨询及查勘。
三、报名时间、地点：9月19日、20日（上午9∶00-16∶

00）在萧山区萧绍东路120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2楼。
四、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对拍卖物有意向的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五、报名手续：法人凭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如法定代表人或自然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则另需授
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同时提
交银行竞买保证金进账单（竞买人须以本人名义交纳竞
买保证金，保证金须以银行转账、电汇、银行汇票等非现
金方式交纳，交纳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单凭证上注明“拍
卖保证金”，保证金应确保在9月20日15时前到账）。

六、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杭州金瑞拍卖有限公司账
号：9504292070151上海浦发萧山支行。

联系人：13967105908金小姐
萧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83899063

杭州金瑞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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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

杭州萧山良友布厂因故歇业，申请注销，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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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一方大厦局部外立面装修工程位于萧山市心
北路169号。依申请，对一方大厦局部进行外立面装
修改造，现将设计主要立面图、效果图予以公示。广泛
征求意见，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局网站（http://
www.hzplanning.gov.cn/）,或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委会1楼进行现场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8年 9月 14日至2018年 9月 23
日。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有不明确的，请于公示期
间来电或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市心北路99号）510室，邮编311215，或发送电子邮
件至wufy@xetz.gov.cn。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利害
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
出申请。

建设单位电话：0571-83731126 联系人：章先生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2018年9月14日

杭州滨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萧政储出
【2018】18号地块(宁安路以东、建设三路以北、宁东路
以西)建设项目。根据建设单位申请，对方案进行优化
调整，现将调整内容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
料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楼进行现场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8年 9月 14日至2018年 9月 23
日。如有意见，请于公告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萧山区市心北路99号）510室，

邮编 311215，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wufy@xetz.gov.
cn。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
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建设单位电话：0571-83816117 联系人：金先生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201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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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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
晚潮时间
12:35
14:25
16:15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6.20
5.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15日
早潮时间
0：15
2:00
3：45

高潮位
(米)
5.80
6.60
6.00

序号
1
2
3
4

使用单位名称
杭州萧山鸿达染整有限公司
杭州明光印染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腾飞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蓝天印染有限公司

锅炉型号
YLW-12000MA
YLW-8200MAⅡ
YLW-11700MAⅡ
YLW-12000MA

注销日期
2017年9月26日
2017年9月26日
2017年9月24日
2017年9月25日

现状
拆除

淘汰停用和去功能化
已拆除
已拆除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认真做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2）整改验收销号工作的通知》
（浙发能源〔2018〕396号）文件要求，对杭州萧山鸿达染整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的4台锅炉淘汰停用和去功
能化进行销号，现进行公示。

杭州市萧山区推进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9月12日

关于我区2014年以来新增20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
销号公示

文/图 首席记者 周颖 实习生 徐升
通讯员 萧公宣

从9月1日至10日，临浦香格名苑小
区内，有20余名业主房屋及私家车的玻璃
碎裂，留下疑似“弹孔”的痕迹。究竟是什
么人在背后捣鬼？警方深夜蹲守6天，终
于抓到了幕后黑手。

神秘“弹孔”让居民不安

据小区业主反映，之前以为边上就是
03省道，来往车辆极多，可能有经过的人
随机恶作剧。但随着这种现象越来越频
繁，居民开始感到不安。

黄女士家住在一楼，使用的是双层中
空玻璃。8月底，她发现浴室外层玻璃有
个明显的“弹孔”，整块玻璃布满裂痕，两层
玻璃之间留下一个直径约1厘米的钢珠。

有业主很快就认出来，枪械使用钢珠
没这么大，应该是弹弓的子弹——但即便
是弹弓，这种大小的钢珠，打到人身上也是
极其危险的。

到底是谁在小区内横行作案？离真相
最近的一次，是9月初的一天——黄先生
在物业公司办公室待到凌晨，起身上厕所
时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他跑出去一看，一
扇窗户已经被打破，但没有看到人影。

居民们不堪忍受向警方报案，临浦派
出所迅速成立专案组，力争快速侦破。然
而，小区虽然有监控，但由于案发时间多为
深夜，灯光昏暗，很难从监控中捕捉到嫌疑
人身影，现场周边也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
的线索，令案件侦破面临重重困难。

民警6天6夜蹲守抓现行

在反复查看小区监控后，警方发现了
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临浦派出所民警席
建鑫介绍，嫌疑人正是开着这辆车隐蔽作
案，因此很难被发现踪影。

与此同时，警方通过大量走访得到了
另一个线索：前物业公司主任颜某（女，32
岁，萧山人）于今年7月份被解雇，当时她
放言要让物业公司“待不下去”。在刑侦大
队以及合成作战中心的支持下，警方发现
颜某的同事，也是该物业的员工彭某（男，

44岁，萧山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9月10日晚上10时，经过连续6天通

宵达旦的蹲守，专案组终于在小区外的马
路上发现嫌疑人身影，立即实施围捕。彭
某不肯束手就擒，竟驾车冲撞民警车辆，最
终被民警控制，作案用的弹弓等工具一并
被缴获。

报复业委会多次作案

两人落网后交代，2016年合伙成立了
笑颜颜物业公司，2017年瞄准了临浦镇香
格名苑小区的物业管理项目，并积极帮助
小区筹建业委会，为的就是可以方便入驻
该小区。2018年1月，该小区发起物业招
标，结果中标的是另一家物业公司。

虽然招了另一家物业公司，但在业委

会的协调下，新的物业公司对两人进行了
返聘，颜某做物业主任，彭某管理小区消
防。 今年7月份，物业公司解聘了颜某，任
命了一名新的物业主任。

颜某被解聘后在小区大闹了一场，依
旧觉得很委屈。彭某听说后怒火中烧，认
为业委会说话不算数，最好能闹到目前的
物业公司失去业主们的信任，无法立足。
于是从7月开始，彭某在夜间开车子来到
小区挑选隐蔽角落，随机选定目标后再把
车窗摇下一条缝，用弹弓发射钢珠搞破
坏。颜某也多次参与到报复行动中来。

起初彭某还有所顾忌，后来愈加肆无
忌惮，近一个月来已经有20多名业主的车
窗玻璃、5户人家的窗户遭了他的“毒手”。

目前，颜某和彭某因涉嫌寻衅滋事已
被萧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老板失联社保没交，怎么办？

网友“yushimufeng”向网络问政
平台咨询，原单位老板联系不上，社保
一年多没交了，也没法把社保转移到新
单位，医保也是黑名单状态。怎么办？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您
可以携带身份证到萧山社保中心（萧然
南路373号）申请办理个人社保清欠或
者自愿放弃该段社保年限，是否符合办
理条件须社保审核。

咨询残疾补贴发放事宜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询，
残疾补助发放是不是定期发放的？

区残联回复：目前残联系统每月发
放给残疾人的相关补贴主要为三种：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残疾人津贴。前两种补贴根据每
位残疾人生活状况、残疾类别和残疾等
级不同，补贴对象和补贴标准也不同；
残疾人津贴为50元/月，持证残疾人就
能享受。

补贴的发放流程：1. 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
10 日前，将新增的符合补贴条件的残
疾人信息录入残疾人两项补贴系统进
行申报。残疾人津贴为上个月月底前
根据中残联系统上报新增人员。2. 区
残联将新增与已在享受补贴的残疾人
信息进行汇总审核后提交区财政局审
批，审批通过后，区财政局与区残联联
合发文。3. 联合发文后，区财政局将补
贴资金发放到各镇街财政。4、各镇街
残联核对补贴人员名单信息无误后，各
镇街财政将每位残疾人的补贴资金发
放到残疾人个人账户。根据以上程序，
补贴的发放涉及多个部门，可能会存在
各镇街补贴发放日子不固定的情况，请
您理解。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和残疾人津贴，三种补贴种类
不同、补贴对象不同、文件不同，因此三
种补贴必须分开发放。

有不明之处，欢迎咨询区残联，联
系电话0571—83819109。

清晨的南门江天蓝水清，风景怡人。记者 丁毅 摄

小区房屋和车窗玻璃留下大量“弹孔”警方蹲守6天破案

因招标对业委会不满 两人持弹弓报复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