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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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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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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3月16日 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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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8∶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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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左右短时停
电停龙翔C844线25#杆龙东
临时开关：瓜沥镇杭州祥路
化纤有限公司、浙江龙翔控
股集团一带。

3月18日 9∶30-10∶30
停丰四B213线变电所间隔
开关：宁围街道杭州市萧山
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浙

江开元物业管理萧山钱江世
纪城分公司、德宏物业服务
等一带。

●遗失张振昌浙江大学机械与
能源工程学院毕业证（学位证），
证号：8214118，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地块
R21
R22

地块面积（ha）
13.43
0.51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容积率
≤2.5
≤1.0

建筑高度
≤80米
≤20米

建筑密度
≤22%
≤30%

绿地率
≥35%
≥35%

萧山区戴村镇骆家舍安置用地及幼儿园地块位于戴村镇，地块东、西永兴河防护绿带，南至规划道路，北至锦绣路。该地块
选址（设计条件）论证报告已通过相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 3月 16日至
2019年3月26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浦阳江临浦分中心
大楼1楼大厅、戴村镇人民政府、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
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建议与意见。如有意见及建

议，请于公示期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电话82477200 联系人：俞女士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3月15日

公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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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3月16日 9∶00-17∶30停10kV瑞河站I段加
装PT柜：大江东洛特实业、智造谷（临）、东南绿建。

3 月 18日 14∶00-14∶30 停 110kV河庄变
10kV河东348线配合配合河庄变II段母线检修倒
负荷：大江东河庄街道罗飞建材、钱氏机械、毛丫头
餐饮、恒祥橡塑厂（二）、逸旺机电、鹰王机电、伯尧机
械、红利食品厂一带；14∶30-15∶00停110kV河庄
变10kV帝景356线配合河庄变II段母线检修倒负
荷、（帝景园4#变、5#变表计更换）：大江东河庄街道
帝景园小区、湾景假日酒店（双路单侧）、帝凯房地产
（双路单侧）一带；14∶00-14∶30停110kV河庄变
10kV同一0366线配合河庄变II段母线检修倒负
荷：大江东河庄街道同一村、兆奕科技（一）、佳尚物
业、欣良卫浴、梦丽莱伞业、求是中学（二）、杭海实业
一带；9∶00-17∶30停向公村4#变低压线路改造工
作（永兴）2018年河庄街道向公村4#、6#等公变台区
改造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向公村一带。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雷拓实业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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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新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

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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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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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3月15日
晚潮时间
19:50
20:13
22:21
危险

高潮位
(米)
3.80
3.80
4.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3月16日
早潮时间
07:15
07:33
09:26

高潮位
(米)
4.00
4.00
4.20

萧山供销防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商业改造
工程-消防工程（详见万丰网www.zjwfgroup.
com）。

报名时间：2019年 3 月 18 日-2019年 3
月 19日 9时-16时。

地点：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浴美路238号

防汛科技公司1楼。
资质要求：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

级及以上或者具备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二
级及以上。

项目负责人：具备机电工程二级注册建造师。
联系人：应女士 15967176324。

招
标
公
告

杭州萧山北干明星股份经济联合社拟在萧山
五甲河以东，建设二路以南、明怡花苑以北对明星
大厦外进行立面装修改造。依申请，现将外立面装
修改造后的图纸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
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http://
www.hzplanning.gov.cn），或在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1楼、项目现场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9年 3月15日至2019年 3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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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意见投递到现场意见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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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 0571-81183710
联系人:唐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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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吕金红

本报讯 近日，区慈善总会启动
“阳光衣旧 与爱同行”旧衣回收慈善
项目：回收旧衣的杭州解衣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每放一只回收箱，就捐出
200元善款。从城区试点再发展到镇
街，预期目标为2000只，总会出资同
等的救助资金。年底，这笔善款将用
于安放回收箱的小区内部分特困群
众的救助。

启动仪式当天，作为试点社区的
城厢街道俊良社区里爱心涌动，周边
居民也纷纷拿着大包小包前来捐赠。

60多岁的吴阿姨拉着一个24寸
的行李箱排在长长的队伍中，十分引
人注目。“家里旧衣服太多了，这种循
环利用的方式很环保，又做了公益，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钱大伯用电动车“驼”来了四大
袋衣服，说家里小孩子穿过的衣服都
挺新的，扔了很可惜，看到有这么一
个公益活动就过来了。

“开展旧衣回收公益活动既能帮
助需要帮助的人，也减少了浪费，有
利于保护环境。有些回收的旧衣服

可以二次利用，提高衣物的使用价
值，同时也有利于更好开展垃圾分类
工作。我们会积极支持公益慈善的
发展，大力推进社会治理服务创新。”
区慈善总会表示。

那么，这些旧衣将如何做慈善？
“这些衣服中有30%—40%是八成新
的，通过分类、清洗、消毒后捐出去，
捐到阿克苏、黔东南、四川崇江、湖北
恩施等地区。还有一些虽然是新的，
但是不适合捐赠，比如一些夏天的衣
服，会整理后割碎，可以做大型机械
厂的擦机布。另有一些衣服，比如毛
衣打碎后会提炼毛线二次利用，还有
的由专门的环保公司做成地垫、拖把
等环保材料。”杭州解衣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立英告诉记者。

据了解，去年8月，区慈善总会协
同杭州解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萧
山部分小区摆放旧衣服回收箱。目
前，俊良社区有5个旧衣回收点，城厢
街道、北干街道、蜀山街道等小区也
设有相应的回收点。接下来，会通过
10个试点逐步覆盖全萧山，以服务更
多小区居民的需求，帮助到更多需要
旧衣物的贫困山区群众。

交警在小学门口蹲点劝导

小学生上下学是电动车“大军”出行
的两个高峰时段，这些家长是近期交警城
区执勤中队重点劝导对象之一。昨天，记
者跟随城区交警骑行队，到西河路湘师实
验小学门口进行戴头盔劝导活动。

下午3点，学校的放学铃声响起，学校
低年级段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陆续来
到家长接送点。见到没带头盔的家长，民
警赶紧上前登记学生的名字并进行劝导：

“你好，下次开电动车家长和孩子都必须
戴头盔，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家里有头盔忘记戴了，明天一定戴
上。”一位来接孩子的爷爷态度很配合。

现场劝导的民警告诉记者：“昨天我
们在高桥小学劝导，接下来会到城区各小
学门口进行轮番劝导。学校也很配合我
们的工作，希望通过劝导，让大家养成开
电动车戴头盔的好习惯。”

据悉，“小手拉大手”开展电动车戴头
盔及电动车备案活动启动以来，交警部门
已发放宣传资料10余万份，并开展辖区
内百人以上企业、联合邮政局开展全区快
递企业及驾驶人的精准宣教。 同时，发动

各镇街走村入户开展农村老年人的精准
提醒，提醒教育老年人约7万人次。

开电动车戴头盔保安全

交警部门在日常执勤执法及事故处
理中发现，涉及电动车事故戴头盔与不戴
头盔对驾驶者的伤害率差别非常大，正确
佩戴头盔可以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

区交警大队的陈警官说，一旦发生事
故，电动车驾驶人头部最易受伤，往往承
受不住巨大的冲击力产生致命伤，戴头盔
则可大大降低死亡率。这一点，从交通事
故中可见一斑：2018年1月，一辆无牌电
动车沿塘湄线由南向北行驶至临北路路
口左转弯时，闯红灯与一辆货车发生碰
撞，电动车驾驶员经抢救无效死亡，乘客
受伤。

与以上事故相比，去年3月，曹师傅驾
驶二轮电动车在晨晖路与市心南路路口
时，与一辆左转弯的小轿车发生碰撞。万
幸，当时曹师傅戴了安全头盔，虽受伤但
没有危及生命。

“执勤中发现，部分女性驾驶员觉得
戴头盔会影响到发型，往往把头盔扣在电
动车把手上；有的则是安全行车和自我保

护意识不到位，看到路口站着交警才把头
盔戴起来。”陈警官说，自去年萧山实施交
通大会战以来，对电动车违法行为进行了

“全顶格”处罚，同时对电动车驾驶人进行
送头盔等人性化执法劝导，使很多市民的
安全意识得到了提高，目前来看萧山电动
车大军开车戴头盔的情况较好。

“新国标”实施后专项严查

据了解，4月15日起，逾期未备案登
记，电动车上路后果很“严重”：列入《公
告》的应经注册登记（即上电动自行车牌
照，可以长期开），不上牌的禁止上路，否
则扣车责令补办注册登记并依法予以处
罚；未列入《公告》的应经备案登记（即上
个临时的备案牌，还可以开 3 年，到 2021
年12月31日也不能上路了），未备案的禁
止上路，否则扣车经鉴定为机动车的（即
超标），按机动车认定处罚。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目前萧山已
有484414辆电动车登记在册。新国标实
施后，交警部门对电动车管理会更规范更
严格，4月15日新一波针对电动车的专项
整治行动开始，对电动车的各项违法行
为，都将顶格查处。

戴头盔要成为习惯，交警“精准劝导”

“新国标”实施后 我区再启电动车专项整治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陈凌丽 钱宽

前几天，城区很多学生家长都收到了一张“学生电动自行车接送及头盔佩戴情况调查

表”，要求家长和学生乘坐电动车上下学时必须要佩戴头盔。这是交警城区执勤中队联合

区教育局、城厢街道利用开学第一课，开展“小手拉大手”电动车戴头盔活动。为让开电动

车戴头盔成为习惯，交警部门分人群进行“精准劝导”：进学校进企业蹲点劝导，同时发动各镇街走村入户开展农村老年人提醒活动。

此外，距《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只剩下一个月了，超标电动车登记备案的最后截止日期是3月31日。新一

波专项整治将于4月15日启动，逾期未备案登记后果很“严重”。

冬去春来冬去春来，，人民路上的梧桐树抖落枯枝败叶人民路上的梧桐树抖落枯枝败叶，，不日将酿出新枝嫩叶不日将酿出新枝嫩叶。。记者记者傅展学傅展学摄摄

“衣循环 爱循环”
区慈善总会启动“旧衣回收”项目

交警现场劝导并进行电动车备案登记

冬去春来又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