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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3月4日 8∶30-14∶30停通惠变通
一C775线变电所间隔开关-武北开G11
通武C7751线：北干街道河道管理处及
其周边一带；8∶30-9∶30停北君A738线
君宸公寓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9∶30-10∶30
停北宸A751线君宸公寓2#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
带；10∶30-11∶30停北君A738线君宸公
寓3#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君宸
公寓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停北
宸A751线君宸公寓4#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14
∶30-15∶30停北君A738线君宸公寓5#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
及其周边一带；15∶30-16∶30 停北宸
A751线君宸公寓6#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

3月5日 8∶35-17∶30停多瑙A395
线179/03#杆开关：宁围街道杭州市萧山
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等一带；8∶00-17
∶30停樱多A085线荣新村11#变：瓜沥
镇（坎山片）荣新行政村9组一带；8∶30-
16∶30 停城东变拱秀 A587 线拱秀开
G15萧东分线拱秀开G15萧东分线：城
厢街道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萧山区城厢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保研
究院、新桥园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30-
16∶30 停拱秀 A587 线新桥园 2#公变
（新）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新桥园小
区及其周边一带；8∶00-9∶00 停北君

A738线君宸公寓7#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9∶00-
10∶00停北宸A751线君宸公寓8#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
周边一带；10∶00-11∶00停北君A738线
君宸公寓9#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11∶00-12∶
00停北宸A751线君宸公寓10#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君宸公寓及其周
边一带；13∶00-14∶00停惠六A127线湖
滨花园17#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
湖滨花园及其周边一带；14∶00-15∶00
停惠建A129线博奥城3#公变：北干街道
博奥城及其周边一带；15∶00-16∶00停
城北C410线高运锦园1#公变低压出线
开关：北干街道高运锦园及其周边一带；
16∶00-17∶00停城北C410线高运锦园
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高运锦
园及其周边一带。

3月6日 8∶00-17∶30停荣新C791
线荣新村9#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7组、人民路西一带；8∶30-14∶30停
通惠变通二C784线变电所间隔开关-武
育开G11通育C7841线：北干街道河道
管理处及其周边一带；8∶00-9∶00停东
湘A015线休博园奥兰多小镇5#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奥兰多小镇及其
周边一带；9∶00-10∶00停越一A008线
金地天逸1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金地天逸及其周边一带；10∶00-11∶
00停绿都A734线世贸广场2#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北干街道世贸广场及其周边
一带；11∶00-12∶00停万众A588线万众
名府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君

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停
越四A019线湖头陈花苑8#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城厢街道万众名府及其周边一
带；14∶30-15∶30停越三A006线湖头陈
花苑9#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湖
头陈花苑及其周边一带；15∶30-16∶30
停越三A006线湖头陈花苑二期1#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湖头陈花苑及
其周边一带。

3月7日 8∶00-17∶30停孙家C336
线荣新村5#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9组、镇碑旁一带；8∶30-9∶30停越
三A006线湖头陈花苑二期3#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湖头陈花苑及其周
边一带；9∶30-10∶30停越三A006线湖
头陈花苑二期9#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
干街道湖头陈花苑及其周边一带；10∶
30-11∶30停越四A019线湖头陈花苑二
期10#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湖头
陈花苑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停
荣庄A747线德鸿公寓1#公变低压出线
开关：北干街道德鸿公寓及其周边一带；
14∶30-15∶30停通四C780线德鸿公寓
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德鸿公
寓及其周边一带。

3月8日 8∶00-17∶30停荣新C791
线荣新村8#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10组一带；8∶30-15∶30停惠兴变
惠建 A129 线金鹭开 G11 建金 A1292
线-建二开G23建建A1291线：北干街道
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
锦和置业、锦繁置业、兴达市政公用服务
及其周边一带；8∶30-14∶30停通惠变通
一C775线通一开G15通武C7751线-浦

河开G11武浦C7752线-武育开G15武
联C7842线：北干街道萧山区人民武装
部、中誉现代城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阳光C107线杭发宿舍公变低压开
关：城厢街道杭发宿舍及其周边一带；8∶
00-9∶00停湘四C403线旺角城4#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旺角城及其周边
一带；9∶00-10∶00停博览A017线湖畔
宽邸4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湖
畔宽邸及其周边一带；10∶00-11∶00停越
四A019线中栋国际1#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中栋国际及其周边一带；11∶
00-12∶00停越四A019线中栋国际3#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中栋国际及其
周边一带；13∶00-14∶00停宝盛C777线
永久安置小区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
街道永久安置小区及其周边一带；14∶
00-15∶00停汇德C781线永久安置小区
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永久安置
小区及其周边一带；15∶00-16∶00停湖陈
A024线金辰之光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北干街道金辰之光及其周边一带；16∶
00-17∶00停湖陈A024线金辰之光5#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金辰之光
及其周边一带。

3月9日 8∶00-17∶30停荣新C791
线荣新村6#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3组一带。

3 月 10 日 8∶00- 17∶30 停荣新
C791线荣新村7#变：瓜沥镇（坎山片）荣
新行政村3组一带；8∶45-11∶45停艾美
A324线01#杆艾美A3241开关：靖江街
道靖东村及旭亚机械、琳诺纺织品、萧山
靖江品福餐厅、萧山大雁水泵、银康中书

堂医药、东腾实业、德亚装饰材料、萧山
龚老汉商务酒店、萧山华力线带、严氏实
业、联宇纤维、德兴蜂业、靖东新星纺织
厂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3月4日 9∶00-17∶30停建一村1#
变低压台区改造（国通）2018年河庄街道
建一村1#、4#等公变台区改造工程：大江
东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3月5日 8∶30-17∶30停农场068
线科技分线换线工作（国通）长征变农场
068线60#至87#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
工程：大江东唐杨科技、农一场（三、四、
六）、第一农垦场（十二、十四、十五、瓜沥
镇低田畈村（一）一带；

3月6日 9∶00-17∶30停西直站长
红线33#杆与34#杆之间加杆一支并新装
柱上开关一台，西直站长红线33/02#杆至
51#杆换线工作(永兴)白浪变长虹线18#
至51#杆绝缘化改造工程：大江东蓬园村、
佳联工具（一）、欧尔飞减速机、丰彩颜料、
佳联机械制造一带；9∶00-17∶30停建一
村4#变低压台区改造（国通）2018年河庄
街道建一村1#、4#等公变台区改造工程：
大江东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3月7日 9∶00-17∶30停建一村7#
变低压台区改造（国通）2018年河庄街道
建一村1#、4#等公变台区改造工程：大江
东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3月8日 9∶00-17∶30停建一村9#
变低压台区改造（国通）2018年河庄街道
建一村1#、4#等公变台区改造工程：大江
东河庄街道建一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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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招租
在进化镇云飞村有3幢3

楼厂房出租，每幢3000平方米
左右，砖混结构，1楼高5米，交
通便利，有需要者请联系，电
话：13336165825，价格面议。

杭州大江东开发区内
收购土地

因本人发展需求，特在杭州
市大江东开发区内收购大约在

150亩土地内，如土地内有厂房
也可以面谈，要求所有证件齐
全合法，有意者面谈！联系人：
李先生，电话：13588241287。

2019年2月22日

●遗失杭州萧山所前镇孔湖
村经济联合社浙江省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1份，号
码：165021657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礼尚之家文化艺术
发展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58179701，声
明作废。
●遗失俞丽芳平安人寿公司
从业资格证，证号：0200133010
980002018004044，声明作废。
●遗失黄合睿不慎于2018年12
月6日早晨将叉车证丢失，证号

为 ：52020219890129933X，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建信工程造价咨
询事务所有限公司杭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
颁发的编号为 XSJS002422
的交易证，声明作废。

房产信息

启 事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2月25日
晚潮时间
14:40
14:40
16:55
危险

高潮位
(米)

5.70
5.70
5.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2月26日
早潮时间
02:50
03:10
05:03

高潮位
(米)

5.40
5.40
5.60

因隧道东侧山体边坡地质灾害治理的需要，规划红
线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移。请上述坟墓坟主的亲戚在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至2019年3月20日之前与新塘街道下
潦社区联系，进行登记、确认，并做好迁移工作，逾期不迁
的坟墓视为无主坟，将统一作深埋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新塘街道下潦社区委员会
联系人：童百安
联系电话：82736383

新塘街道下潦社区委员会
2019年2月25日

迁坟公告
专注为萧山地区的个人和企业提供专业的房屋

及土地抵押贷款服务。
手续简便，速度快捷，无中介手续费。
一个电话，贷您出困境：

82711922 82722911
地址：萧山区金城路438号东南科技研发中心

1701室
杭州市萧山区金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金丰贷款 诚信高效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