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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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长颈鹿企业管理事务所（普通合伙）遗失杭州市萧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2月1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9MA2AYRXF1Q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长颈鹿企业管理事务所（普通合伙）2018年10月1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新塘姚江岸立权修理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6 月 3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040618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新塘姚江岸立权修理店 2018年10月11日

●遗失高萍身份证，证号：
339005198506165922，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科迪纸箱制造有
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10025893302，声
明作废。
●遗失萧山区瓜沥镇横埂头
村基层工会联合会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100257
16302，声明作废。
●遗失萧山区义蓬第二幼儿
园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通用

票据（机打）第一联，票据代码：
11201，号码 1508241666-
1508241867（共计319160元），
1506238379，1506238658、
1506238729、1506238766-
1506238775（共计19500元），
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0 月 12 日 9∶00-17∶
30停胜利线15#杆新放导线
9档分别和义盛线32#和胜
利线17#杆搭接，胜利线17/
09#-17/10#之间加杆新放
导线 7 档当义盛村一分线
9#-10#杆之间加杆，搭接、

胜 利 线 义 盛 村 一 分 线
11#-12# 之 间 加 杆 ，
12#-14#杆两档线拆除、胜
利 线 24#-26# 换 线 两 档 ，
25#-26#之间加杆新放两档
线、30#杆接住新放线一档，
新做拉线两根、义盛村二分
线12#-13#杆拆除，义盛9#
变接住至11#杆、16#-22东/
02#义盛村一分线1#-14#杆
导线拆除等工作（久邦、国
通）胜利 0677 线、义盛 678
线、新益A38线线路改造工
程：义蓬街道新庙前村、义盛
村、蜜蜂村、创泓实业一带；8
∶45-9∶30 停 35kV 义盛变

10kV胜利0677线 01#杆开
关-宏景分线后段配合倒负
荷：义蓬街道盛都苑、宏景苑
小区、蜜蜂村、爱辉制衣、德
盛宾馆一带；17∶30-18∶30
停 35kV 义盛变 10kV 胜利
0677线55#杆开关后段配合
倒负荷：义蓬街道新庙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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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蜜蜂村 10#变
台区低压线路迁改（丰安）义
蓬街道蜜蜂村10#变台区低
压线路迁改工程：义蓬街道
蜜蜂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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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0月11日
晚潮时间
14:30
13:00
15:40
危险

高潮位
(米)
3.90
4.00
4.0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0月12日
早潮时间
2：20
3:20
4：10

高潮位
(米)
4.30
4.40
4.20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0月12日 8∶30-16∶30停银河C769线北塘开G12
银北C769线-大浦开G15浦银A7472线：北干街道崇文置
业、城北村、凯晨建设管理、银河小区、中广物业管理服务、
国泰大厦及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罗甬C831线衙前
村15#变A路：衙前镇衙前村一带；8∶35-16∶35停红道
A226线01#杆红道A2261开关：新街街道红山农场二分
场、萧山红发建筑石化实业红山旅馆、红山农场电管站、萧
山工艺化纤纺织、萧山工艺化纤纺织、萧山德永塑业、大路
实业、捷美特食品、之江开关、嘉功五金工具、萧山华龙工艺
品等一带；8∶35-16∶35停红垦C382线01#杆红垦C3821
开关：新街街道红山农场六分场、红山农场二分场、红山供
电营业所、红山农场电管站、萧山丁氏彩印包装、萧山永益
纺织、登泰纺织涂层、普冠机械、科丝龙实业、恒安交通设施
工程、创丽聚氨酯、红申电器、荣博化纤等一带；8∶35-16∶
35停光明C384线01#杆光明C3841开关：新街街道红山

农场三分场、红山供电营业所、瓜沥镇新港村、红山农场、萧
山区红垦农场、萧山红山染整、逸暻化纤、朕昊企业管理、中
利通讯管、开元物业管理萧山第二分公司、锻压机床、澳门
豆捞食品、萧山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开发、萧山区市政园
林公用事业管理处、钱江电气集团等一带；6∶00-23∶00停
祝美3530线：全线用户；6∶00-23∶00停祝绿3536线：全线
用户；8∶30-17∶30停横塘C535线02/01#杆（横塘C535线
尖山村分线开关）：浦阳镇尖山村、杭金衢高速萧山服务区
(横塘)、充电桩横塘 2号变等一带；8∶40-17∶30停横塘
C535线01/B01#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令克）：浦阳镇
中国电信杭州萧山区分公司一带；8∶40-17∶30停横塘
C535线01/A01#杆（浦阳集镇1#变令克）：浦阳镇浦阳集
镇1组一带；8∶45-17∶30停横塘C535线05/01#杆（杭州
市萧山区浦阳镇人民政府令克）：浦阳镇人民政府一带；8∶
50-17∶30停横塘C535线08/01#杆（杭州市萧山洁天环保
有限公司令克）：萧山洁天环保一带；8∶55-17∶30停横塘
C535线09#杆（杭州华业纸机械令克）：华业纸机械一带。

美丽萧山

昇光村：“杭派民居”成“美丽家园”

百村行2018 95

区物价局专项检查市场价格

一庭一院一世界 古镇楼塔还原文化记忆

为保障租住房消防安全，提高租住户消防安全意识，蜀山街道组织鲁公桥、祝家桥、曹家桥、
赵家墩、沙里吴五村的近百位出租房房东和租户代表，分两个批次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

通讯员 许铁明 记者 张培 摄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黄坚毅 葛城城

“美丽家园是怎样的，应该是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之地。”义桥镇
妇联主席黄彩娣说。日前，由区妇联、区
农办、区文明办、区城乡一体办等联合举
办的萧山区首届美丽家园创意大赛决赛
举行，义桥镇昇光村的杭派民居“美丽家
园”获得一等奖。

昇光村是杭州市风情小镇，在村子周
边，云峰山、石牛山连绵起伏，力坞、直坞、
东坞、南坞四座水库犹如四颗明珠，将全
村连成一片。始建于隋朝的东福源禅寺
坐落其中，钟声阵阵，宁静悠远。

除了山水、田园优势，当地还拥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红色文化、名医文化、宗
祠文化等交相辉映。同时，该村着重在人
文历史的挖掘传承、环境的建设和民生工

程等方面下功夫，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宜
游的美丽乡村精品特色区块。而作为萧
山区唯一一个拥有“杭派民居”称号的村，
必然更要有一番作为。

走进昇光村的杭派民居，一幢幢白
墙青砖黛瓦的新民居依山而建，随着美
丽家园建设的推进，重点打造了“回归、
传承、民本、共建”四大景致。

其一，回归。在绿化带中，设置了二
十四节气引导牌，用古老却又集合劳动
人民智慧结晶的二十四节气来营造氛
围，唤起农耕回忆。其二，传承。在公共
区域的文化墙，有摘自《周易》《道德经》
中的为人处世之道，还有义桥人辈辈相
传的“一包四崇”的渔浦精神。空置葡萄
架变成了文化长廊，上面有渔浦诗歌，更
有昇光人津津乐道的“毁家纾难”的故
事。其三，民本。在杭派民居公园里增

添了健身器材，草坪中摆上了向日葵、蝴
蝶、蜻蜓等卡通元素，打造老少皆宜的乐
园。其四，共建。据悉，昇光村美丽家园
建设中提倡老百姓自觉建、主动建，因地
制宜，扮靓庭院，并且融合家风建设，建
设幸福和谐家庭。“村民住在这里，幸福
指数特别高。”昇光村妇女主任方利庆笑
着说。

据悉，今年3月起，义桥镇妇联扎实
推进“美丽庭院”创建，确保有广度、有深
度、有颜值，更有气质。下一步，将以昇
光村为样板，进一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
美丽家园建设。

■记者 王艺霖

本报讯 区物价局根据省、市文件要
求，自9月20日至10月8日，在全区范
围内开展了中秋国庆节日市场价格检
查。

根据双节市场消费和旅游出行特
点，本次检查主要针对旅游景点、商业零
售、机动车停放、交通客运、餐饮、宾馆等
行业的价格行为，重点检查月饼价格、旅
游价格和商贸零售行业价格。全局共分
5个检查组开展检查。截至10月7日，
共出动价格检查人员80多人次，共检查
180多家单位，发放价格宣传资料400
多份。

检查发现，大部分商家价格行为比
较规范，但有些单位在执行明码标价政
策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个别采用明
档点菜的宾馆，因为菜品图片制作较早，
图上只标了一个价格，未标明主料规格；
一些宾馆酒店有“钱塘江XX鱼”“富春
江XX鱼”“野生XX鱼”等菜品的名称，
未按实标注等。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检查人员进行了政策讲解，并责令商
家整改。本次检查无行政处罚案件。

除了现场检查、巡查外，区物价局还
安排专人值班，做好节假日投诉受理和
处理工作。节日期间共收到举报投诉及
咨询件25件，未发生一件因价格问题引
发的突发事件。

■通讯员 王啸虎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组织镇村干
部、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等80余人，前
往未来智造小镇和德意智能制造基地，
开展对标学习活动。

大家来到位于湘湖（闻堰街道）的
未来智造小镇，参观了先临三维公司科
技展厅，深深感受到高科技的力量。在
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德意智能

制造基地，大家参观了自动化生产线，
了解到一台机器人焊接器能抵15名焊
工的工作量，大家深深被工业4.0的魅
力所感染。

通过参观学习，对标先进，查找差
距，党湾镇提出，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和
年度目标任务，提升标杆，奋发作为，全
面推进现代化沙地风情小镇建设。

目前，对标学习活动已在党湾镇全
面展开。

■通讯员 华兴桥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日前，衙前镇组织各部门人
员近100名、车辆20多辆，针对全镇重
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展开扫黑除
恶夜间集中专项行动，全面摸排线索、全
面清查人员、全面净化环境。

专项行动当晚，由镇派出所、联防
队、镇消安办、村巡防队、社区志愿者及
相关职能办等部门组成的专项行动组，
兵分多路、同步进行，分别对老集镇范围
内的餐饮、娱乐场所、网吧、酒店等开展
突击检查；对周边相关建筑工地、出租屋
等区域开展地毯式排查，全面摸排各类
人员；在镇主要道路及入镇口设卡联合

查车，摸排酒驾、毒驾、超载、超限等情况
通过高密度巡查，在全镇范围内形成全
面打造社会严打、严管、严控高压态势。

本次行动中，衙前镇查处涉毒人员
2名，查处取缔无证旅馆2家，其中行政
拘留1名，查处流动人口违规2名，消防
处罚6起，设卡人员核查292名，查获法
院临控人员1名，有力打击了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同时，衙前镇积极做好平安
宣传，共向群众发放8000多份宣传资
料。下一步，衙前将继续以“造声势、强
管控、消隐患、保平安”为主题，进一步
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切实提升治安防控
水平，努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楼塔镇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
既注重挖掘古镇文化记忆留住乡愁，又
以美丽庭院建设赋予小城镇清新范儿，
成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一道别样的
风景线。

深挖人文内涵 还原怀古记忆

洲口桥、楼曼文纪念馆修缮，明清古
建筑群保护，漫步楼塔集镇，两旁古色古
香，悠悠的古青石板路无不浸润着历史
的痕迹，引人悠悠神思，流连沉吟。

“这些景观的打造很多都是根据文
史资料，以及镇里老人们的记忆，由镇历
史文化研究会的民俗专家精心整理出来
的。”楼塔镇党委委员、城建副镇长朱肃

威介绍，打造这些景观小品所用的不少
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原汁原味。

比如在楼塔老街的旧弄堂里，黄铜
门锁、雕梁画栋等明清时期遗留的痕迹
总能轻易地被找到，就连保留的一些鹅
卵石路，也都是百年以上的。

在楼家塔村古宅小巷中，很多斑驳
脱落的墙面并没有刻意去粉刷修复，露
出了黄泥与石头堆砌的本色，却与周围
布置点缀的藤蔓绿植、屋檐小沟相得益
彰，一股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据了解，楼塔镇通过深挖文脉历史，
全面梳理古镇脉络，对整治核心区内的
164幢建筑（古镇138幢，新区26幢），依
据不同年代实施不同风格的改造提升，
特别是古镇改造更是坚持“一幢房子一
套方案”，统一使用“经济、实用、长效、环
保、安全”的乡土材料，既力保风貌统一，
又力求特色迥异。不仅得到群众的认
可，也唤醒了楼塔人对家乡的热爱。

集镇焕发容光 庭院风情万千

在洲口桥一侧的楼塔集镇区域，蜘蛛

网般的空中电线不见了，五颜六色、参差
不齐的店招已改头换面，经过立面整治
后，整个集镇营造出经典的民国风情。

楼塔集镇坚持“引水入街、赐木成
楼”的理念，可感受到渠水叮咚、水草碧
绿、鱼儿穿梭的灵动意境；在集镇主要入
口，即将立起三座古韵牌坊，与古镇、古
桥、流水搭配勾勒出一幅别韵的小镇风
貌图，焕发着新容光。

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一
庭一院一世界……在楼塔，投身美丽庭
园建设，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自觉行动。
在彻底消灭卫生死角、清理庭院杂物、实
现庭院洁化的同时，很多家庭通过增加
设计元素，配上了红花、绿叶、盆景，让小
镇锦上添花，更显得风情万千。

“在我们看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不是大刀阔斧地拆，也不是千篇一律地
改，而是在整治中做好历史传承与保护
文章，努力挖掘人文元素，凸显个性亮
点。”朱肃威表示，将力求通过保留、移
植、挖掘等方式，展现出千年古镇别具韵
味的崭新风貌。

■记者 童志辉

“我们中标了‘亚运三馆’项目。”近
日，杭州华新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郑刚兵高兴地说，加上已承接的大
小“莲花”，华新检测基本包揽杭州各亚
运主要场馆钢结构检测业务。

华新检测能够中标亚运场馆业务，
从包括两家国企在内的4家优秀竞标单
位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一项“黑科技”。

给钢结构做“B超”

华新检测这项“黑科技”，正式名叫
“残余应力超声无损检测及原位调控技
术”，目前主要应用方向为钢结构工程。

中国焊接协会副秘书长戴为志解
释：钢结构好比人的骨骼，大量钢结构就
如同是一副骨架，在组装拼接中连接每
根钢结构的焊接点上，会产生一种威胁
结构安全的内在因素叫“残余应力”，若
不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会使钢结构这副
骨架“变形”甚至断裂，相当于人体骨骼
关节上出现变形与开裂。

“以技术手段检测每个焊接点产生
的残余应力的大小、方向和数值，就像做

‘B超诊断’。”戴为志说，一旦确定存在
“健康隐患”，可用调控技术实施残余应

力消减和均化。而这一过程中，华新检
测扮演起钢结构“健康医生”角色。

以“亚运三馆”为例，项目整体总用
钢量达5.2万吨，焊接点多达8万个，其中
合二为一的主体育馆、游泳馆，钢结构主
要由双层网壳结构组成，最大跨度达164
米，综合训练馆节点最大重量达23吨，加
工、安装难度巨大。

目前，“亚运三馆”已进入钢结构主
体施工阶段。“施工方边焊接，我要边检
测边收集数据，再制定残余应力调控方
案。”北京理工大学博士、今年刚入职华
新检测的宋剑锋表示。

正在申请国际标准

“残余应力超声无损检测调控技术”
是产学研重要成果，由北京理工大学与
华新检测共同合作研发，其先进性远远
领先国内检测行业。

郑刚兵介绍，这项技术正在申请3项
国家专利，同时正在向国际权威组织申
请认证国际标准。公司建有重点研究
院，与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70%
员工学历在本科以上，仅中级以上技术
骨干就有20多人，另有各类专利12项。

作为新三板钢结构检测第一股，华
新检测已进入行业前三，主持或参与多部

行业标准制定。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到
金砖峰会主会场厦门会展中心，再到北京
新机场，一个个重大项目纷至沓来。

“宁围智造”阔步前行

“利用华新检测现有品牌知名度，我
们谋划在宁围筹建检测服务高新产业
园，集聚检测单位、研发机构、设备生产
商等上下游产业链。”郑刚兵表示，目前
已初步确定了6家意向招商单位。

诸如华新检测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
宁围还有多家。以万向集团为龙头的现
代化制造业、以传化集团为龙头的现代化
生产服务业和以各类中高档汽车销售为
主导的现代化商贸服务业齐头并进，形成
了具有宁围特色的三大主导产业。

近年来，宁围一手抓征迁交地，保障
重大项目落地；一手抓转型升级，发展新
型业态。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同时，
努力推动“宁围制造”向“宁围智造”转
变。目前建有区级以上技术中心（研发中
心）14家，其中国家级技术中心2家；省级
研究院3个，其中省重点研究院2个；院士
工作站1个、博士站 2个。宁围作为全区

“两带两廊”产业规划中的重要支点，依托
于老工业区块进行提升扩建的宁围总部
公园，目前已基本完成产业规划。

宁围企业给“亚运三馆”做“健康医生”

党湾开展对标学习活动

衙前开展扫黑除恶集中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