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2019年4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晨曦 校对：洪泓

XIAOSHAN DAILY

444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4月15日 8∶00-17∶30停南沙村春
风4#变低压台区改造（永兴）义蓬街道南
沙村春风1#变、4#变等台区改造工程：大
江东义蓬街道南沙村春风村一带。

4 月 16 日 9∶00- 13∶30 停头镇
0306线70#杆-公寓分线2/03#导线更换
（久邦）启江变头镇306线70至109#杆之
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大江东义蓬街道
东江公寓、头蓬街道、仓北村、和平纺纱、
江东花边服饰（二）、圣创铝压机械、尚杰
建筑材料一带。

4月17日 8∶00-17∶30停向公村4#
变低压台区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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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4 月 15 日 8∶30- 16∶30 停凤坞
C483线凤坞开凤江C483线26#杆(凤江
C4832开关)：河上镇东山村2组等一带；
8∶30-16∶30停银河C769线银河小区6#
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街道银河小区

63、69幢2单元及其周边一带；8∶30-15∶
00停西子C268线变电所间隔开关：闻堰
街道郁金香小区。

4 月 16 日 8∶30- 15∶30 停劳动
C537线29/02#杆（集镇4号分线开关）：
临浦镇集镇4组一带；13∶00-17∶00停申
联C942线群力村2#变：瓜沥镇群力村一
带；9∶30-16∶00停港隆C928线世安桥
村11#变：瓜沥镇世安桥村一带；9∶00-
13∶00停港隆C928线世安桥村1#变：瓜
沥镇世安桥村一带；8∶30-16∶30停银河
C769线银河小区8#公变低压分路开关：
北干街道银河小区17、18、56、57、59幢
及其周边一带；8∶30- 15∶00 停戈雅
C274线变电所间隔开关：闻堰街道戈雅
公寓小区；8∶00-17∶00停二王C251线
三泉王村1#变：所前三泉王村一带。

4 月 17 日 8∶30- 16∶30 停洄龙
C232线20/02#杆（管村村10#变跌落式
熔断器）：楼塔镇管村村10组等一带；8∶
40-16∶40停洄龙C232线20/04#杆（管
村村1#变跌落式熔断器）：楼塔镇管村村
1组等一带；8∶30-16∶30停临江A540线
阳警开警域A540线14/03/20#杆（临江

村1#变跌落式熔断器）：浦阳镇临江村1
组等一带；8∶50-16∶50停临江A540线
阳警开警域A540线 14/03/20/A06#杆
（临江村2#变跌落式熔断器）：浦阳镇临
江村 2组等一带；9∶10-17∶10 停临江
A540线阳警开警域A540线14/03/20/
A16#杆（临江村4#变跌落式熔断器）：浦
阳镇临江村4组等一带；9∶00-13∶00停
鱼青A091线张神殿村5#变：瓜沥镇张神
殿村一带；9∶30-13∶30停之湘A331线
新港村11#变：瓜沥镇新港村一带；10∶
00-14∶00停八大C796线新港村4#变：
瓜沥镇新港村一带；8∶30-16∶30停银河
C769线银河小区9#公变低压分路开关：
北干街道银河小区53幢及其周边一带；8
∶30-15∶00停摩卡C126线变电所间隔
开关：闻堰街道江南摩卡小区；8∶00-17∶
00停三泉C274线山里王村5#变：所前山
里王村一带。

4 月 18 日 8∶35- 17∶30 停先岩
A220线先岩开G16重型钢管：新街街道
浙江杭重科技等一带；8∶30-16∶30停欢
潭A354线 54/16/2#杆（涂川村3#变跌
落式熔断器）：进化镇涂川村3组等一带；

8∶50-16∶50停浦岩A528线155#杆（岳
联村2#变跌落式熔断器）：进化镇岳联村
2组等一带；10∶30-16∶30停尖山A538
线17/02#杆（杭州贝乐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跌落式熔断器）：浦阳镇杭州贝乐机械
制造一带；10∶00-15∶00停中沙A147线
74/01/06#杆单木桥村12#变、74/08#杆
单木桥村9#变跌落式熔断器：瓜沥镇单
木桥村、萧山党山炳员化纤布厂、财龙洋
纺织一带；9∶00-13∶00停中沙A147线
单木桥村7#变：瓜沥镇单木桥村一带；13
∶00-17∶00停中沙A147线单木桥村17#
变：瓜沥镇单木桥村一带；8∶30-16∶30
停银河C769线银河小区11#公变低压分
路开关：北干街道银河小区50、51、52、
55、56、58幢及其周边一带；8∶30-15∶00
停江滨C285线变电所间隔开关：闻堰街
道三江花园小区；8∶00-17∶00停三泉
C274线山里王村2#变：所前山里王村一
带。

4 月 19 日 8∶30- 16∶30 停戴村
C484线55#杆（戴村C484线塘村分线开
关）：河上镇众联村一带；13∶00-17∶00
停邦汇C321线三盈村13#变：瓜沥镇建

盈村一带；13∶30-17∶30停邦汇C321线
三盈村9#变：瓜沥镇建盈村一带；9∶00-
13∶00停梦妮C324线国庆村9#变：瓜沥
镇国庆村一带；9∶30-13∶30停锻造C334
线勇建村6#变：瓜沥镇勇建村一带；8∶
30-16∶30停金帆C779线银河小区13#
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街道银河小区
75、76、77、78幢及其周边一带；8∶30-15
∶00停闻涛C283线变电所间隔开关：闻
堰街道三江花园小区；8∶00-17∶00停塘
下C266线来苏周村9#变：所前来苏周村
一带；8∶00-17∶00停塘下C266线来苏
周村5#变：所前来苏周村一带。

4 月 20 日 8∶45- 12∶45 停瓜港
A078线17/08/06#杆越窑分线开关：瓜
沥镇工农村及杭州萧山坎山宗宝涵管厂、
萧顺纺织、越窑陶瓷品、国诚化纤、万氏线
业一带。

4 月 21 日 8∶45- 15∶45 停航坞
C473线塘北开G12商贸街分线：瓜沥镇
机场安置区、商贸街及航民物业服务、航
民实业集团等一带；8∶45-15∶45停航坞
C473线塘北开G13机场安置区1#变：瓜
沥镇机场安置区一带。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4月3日—4日，第十五届国
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暨新技术与产
品博览会在深圳举行。作为萧山唯一参展
企业，萧企杭萧钢构提出，要构建一个绿色
建筑产业电商平台，把绿色建筑产业链“搬
上网”，为传统建筑行业赋能，唱响萧企引
领绿色建筑“最强音”。

在现场，无论是百余家企业的展台展
示，还是各种大小论坛演讲，“绿色建筑”无
疑是“主旋律”，成为未来城市建筑形态主
要趋势。

作为向绿色建筑转型“排头兵”，杭萧
钢构在此次大会上展示了近年来钢结构成
果，并在《互联网+绿色建筑产业平台——
绿色建筑产业平台赋能传统产业升级》演

讲中透露，将用互联网变革建筑行业生态
圈，引来业界广泛关注。

据了解，该电商平台的核心为“N+1+
N”模式，“1”为杭萧钢构旗下子公司万郡
绿建，两头连接的是N个供方和N个需方，
包括在研发、生产、建造、采购、施工等诸多
环节，以此实现交易成本最低化，社会效益
最大化。

这个建筑行业 B2B 互联网电商平
台，主要依托杭萧钢构现有的全国27个
省市 113 个战略基地，以及遍布全国的
建筑行业供需方。“相较撮合式交易电商
平台，我们更注重线上线下资源整合，致
力于成为基于实体产业之上的集成建筑
服务商。”万郡绿建副总裁何贤德表示，
线下的万郡绿建展示中心，位于亚运村
旁，有将近 23万平方米，这里将用于搭

建“相亲大舞台”，通过全方位展示以及
各种线下活动，加深企业之间的交流和
合作。

把供需双方“搬上网”，实现无差价式
交易，并通过线下活动紧密联系，杭萧钢构
的这一变革，让小到螺丝钉，大到钢结构房
屋，都能在此得到一站式解决。现场不少
行业专家为此点赞，一些建筑行业上下游
企业也纷纷表示意愿加入合作。

据了解，作为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
力的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行业盛会之
一，本届绿博会以“升级绿色建筑，助推
绿色发展”为主题，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
会、深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吸
引了来自全国百余家建筑相关企业，举
行了 50多场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领域
论坛演讲。

把绿色建筑产业链“搬上网”

萧企提出“新变革”闪耀绿博会

春光明媚的清明小长假结束了。4月
7日晚，记者从杭州市旅委获悉，基于城市
大脑文旅的监测显示，三天杭州接待外来
游客量为255.4万人次，同比增加7.3%。

截至4月7日中午13时，西溪湿地、灵
隐寺和千岛湖景区等杭州市重点景区（景
点）共接待游客32.01万人次，实现门票及
旅游收入1.08亿元。其中千岛湖景区三
天共接待3.95万人次，门票收入410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7.56%和4.23%(景区门票
降价20元/张)。

尽管受到临时增加的五一假期影响，
部分出游消费被抑制，但持续晴好的天气
还是给清明小长假旅游市场带来了极大的
利好。

高德提供的今年小长假自驾游报告显
示，杭州西湖再次位列全国最热景区首
位。从小长假客源结构来看，清明杭州旅
游市场以长三角区域为主，来自沪苏皖三
地的游客占比超过35%，比平日提升了近
10个百分点。

另外随着杭黄高铁班次的增加，杭州
西部区县的高铁游不断升温。去哪儿等
OTA平台提供的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清明
小长假游客通过高铁来杭的游客数量不断
提升，预定量比2018年增加30%以上。

小长假期间，各大景区纷纷推出了各
大主题旅游产品，并与文化不断融合，创新
产品业态。西溪湿地今年的花朝节活动与
汉服文化深度结合，并以祖国母亲70华诞
为主题，穿上汉服来西溪，用时尚流行的

“快闪”方式向祖国致敬；临安大明山景区
清明小长假推出了首届山花音乐节活动，
在景区内为游客献上了一场“民谣大赏”；
桐庐籍戏剧梅花奖得主越剧折子戏专场也
在节日期间精彩上演，为桐庐的市民游客
带来了假期文化视听盛宴。

基于酒店和景区评价数据的监测显
示，清明小长假期间外地游客对杭州的总
体好评度达到了4.7分（满分为5分），创下
新高。

小长假期间，市、区两级共出动执法人

员537人次，采取监控、车辆巡查、步行巡
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湖滨区块、少年宫区
块、断桥区块、孤山区块、长桥区块、龙翔地
铁口、灵隐景区、雷峰塔景区的面上秩序进
行巡查，共驱赶野导55人次，查处野导4
人，罚款200元；驱赶黑车17辆，驱赶违停
8辆，查处散发旅游小广告2起，罚款100
元；查处出租车违规营运5辆，查处摩的2
辆。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
城市大脑文旅系统首次与西湖景区公安深
度合作，在交通、气象等各部门数据支持下
利用城市大脑算法模型做了断桥等核心景
区的客流预测，成为景区今年小长假客流
疏导和预警的重要数据支撑。

此外，城市大脑文旅系统提供支持的
公园卡郊县游优惠小长假期间继续推行，
截至7日中午13时持公园卡游客免费游
览建德五大景区达到了1021人次，再创使
用量新高，文旅系统的惠民服务功能不断
显现。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清明杭州接待游客255万人次全国最热景区又是它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4月3日，区教育局发布
了《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2019年上半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通告》，指出
201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
于4月9日开始。

据悉，整个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分
为网上申报、体检、现场受理、教师资格
证快递送达。其中网上申报将于4月9
日开始，至4月16日结束。申请人需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
www.jszg.edu.cn）按系统提示进行申
报。体检地点为杭州武警医院，幼儿
园、小学为4月18日上午7:30至 9:
00，初高中为4月19日上午7:30至9:

00。现场受理地点为区行政服务中心
三楼，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师资格证
申请人户籍地在萧绍路以南为4月28
日、萧绍路以北为29日、大江东地区为
30日，高职中时间为4月27日-28日。

同时，此次教师资格证认定取消
了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证明材料、思想品德鉴定表，其中思想
品德鉴定表改由区教育局对接公安机
关核查申请人的无犯罪记录。现场受
理时，申请人只需递交身份证原件、居
住证原件或就读学校证明原件（户籍
不在杭州的申请人须提供）、体检合格
表一份、二寸照片一式两张、学历证书
原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
即可。

201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4月9日开始

■记者 吴瑾熠

本报讯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
日快乐……”近日，熟悉悠扬的乐曲从
北干街道银河社区活动室传出，一群
带着生日帽的叔叔阿姨拍手唱着生日
歌，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据悉，这是银河社区自2018年开
始举办的月月寿星公集体生日会。致
祝寿词、吹蜡烛、切蛋糕，即兴节目精
彩纷呈，企退人员其乐融融，共同享受
社区美好退休时光。

而与以往的集体生日会不同，今年
的集体生日趴上，企退人员主动参与到
社区的活动中来。企退组长胡捷生主动
做起了活动主持，引导大家相互介绍，还

组织才艺节目，为集体生日会活跃气氛。
从2018年1月开始，社工们一个

个电话联系当月生日的企退工人，邀请
他们参加集体生日趴。据社工回忆，一
开始接到电话的企退工人多数是惊讶
的，当得知是要给他们开集体生日会，
开朗的黄阿姨大笑说:“社区还要给我
们过生日啦，我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通过这个集体生日会的平台，有
些居民偶遇了多年不见的老家邻居；
有些居民找到了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
朋友……已经84周岁的张英源告诉
记者，他几乎每次都来参加生日会，与
其他退休工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他
说：“大家集体过生日非常有意思，也
很热闹，现在更像‘老友会’。”

银河社区月月为企业退休人员过集体生日

为了进一步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
环境，杭州市政府日前印发《杭州市工
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列出了视同投标人之间串通投标
的六种情形、视同招标人和投标人之
间串通投标的五种情形。

该办法指出，投标人在招标投标
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
人相互串通投标：不同投标人编制的
投标文件存在两处以上错误一致；不
同投标人使用同一台电脑或者同一加
密工具编制投标文件；不同投标人的
投标文件从同一投标人处领取或者由
同一投标人分发；参加投标活动的人
员为同一标段其他投标人的在职人
员；不同投标人的投标保证金从同一
单位或者个人的账户转出；投标人之
间为谋取中标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而
采取的其他串通情形。

招标人在招标投标过程中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视为招标人与投标人串
通投标：发现不同投标人的法定代表
人、委托代理人、项目负责人属于同一
单位，仍同意其继续参加投标；投标截
止后，更换、篡改特定投标人的文件内
容；投标截止后，向特定投标人泄露其
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或者其他应
当保密的评审情况；以胁迫、劝退、利
诱等方式，使特定投标人以外的其他
投标人放弃投标或者使中标人放弃中
标；依法应当公开招标的建设工程，未
确定中标人前，投标人已开展该工程
招标范围内工作。

串通投标是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
标活动的一大顽疾，严重干扰了公平竞
争的招标投标市场秩序，给工程建设质
量、安全管理带来隐患。有专家指出，
杭州市在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作出有
力补充，对加大打击串通投标，净化市
场环境有积极的作用。 据新华社

杭州：招投标过程中11类情形视为串标

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外汇储
备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88亿美元，较
2月末上升86亿美元，升幅为0.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
济师王春英说，3月，受多重因素影响，
美元指数小幅上升，但金融资产价格也
有所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动等
因素综合作用，外汇储备规模小幅上升。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
表示，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
场自发调节能力逐渐增强。外汇市场
供求基本平衡，一方面得益于人民币
汇率的稳定；另一方面是我国金融扩

大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
“人民币资产对于在全球配置资

产的长期投资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重
要资产。随着我国金融扩大开放，更
多的境外资金进入境内市场。”谢亚轩
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新一轮扩大开放
还处在初期，阶段性流入数额比较大
是正常的。

王春英表示，往前看，全球政治经
济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有所上升，
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金融资产价
格仍处高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可
能加大。“但我国经济运行将保持在合
理区间。” 据新华社

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0988亿美元

日前，由区办事服务中心团工委着力打造的“悦读益站”受到群众喜爱。该站设在中心一
楼大厅群众休息区，拥有5000余册书籍刊物，群众在排队办事的间隙，可以翻阅一下感兴趣
的书籍，等候的时间也变得更加充实。 记者 丁毅 摄

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