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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区公厕改建拓面提质年

25座改建公厕将迎来“华丽转身”

今日关注

扫黑除恶进行时

●遗失本人许月姑身份证号：
330121194602015624，遗失
No1700807463 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金额：54919.55元
整，特此声明。

●遗失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
区规划国土建设局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票据代码11101，第
二至四联，号码1500399683
（共计4000元）；第一联，号
码1500402538（共计71594
元）；第一至四联，号码15004
02618（共计11466元）；第五
联，号码 1500403265（共计

995540元）；第二至四联，号
码1602408142（共计79121
元）；第一至四联，号码16024
08149- 1602408150（共 计
184570.4元）；第一至四联，
号 码 1602408158（ 共 计
854400元）；第一至五联，号码
1602408456（共计 85887.2
元）；第 一 至 四 联 ，号 码
1602408468（共计 85887.2
元）；第三联，号码16024084
77（共计137900元）；第二至
四联，号码 1602408756（共
计284460元）；第一联，号码
1602408768（共 计 1603.4
元）；第一联，号码1602408786
（共计 718.2 元）；第二至四
联，号码 1602408798（共计
35475.2元）；第二至四联，号

码1602409041-1602409042
（共计14745.4元）；第二至四
联，号码1602409047-16024
09048（共计25360元）；第二
至四联，号码 1602409862
（共计3593.7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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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日 8∶35-17∶30

停惠三A113线惠三开G12
威斯二线：宁围街道铂丽大
饭店、久安物业服务新世界
财富中心分公司等一带；8∶
30-16∶30停通济C633线浴
美开G16临区分线：临浦镇
临东社区、高军金属制品、金
川齿轮制造、浦荣五金机械、
萧山华通胶印上光、萧山久
远机械、萧山阳光车业、新河
塑料制品等一带；8∶30-16∶
30停歌剧C764线银河小区
3#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
街道银河小区39、60、65、66
幢及其周边一带。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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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
晚潮时间
13:40
13:58
15:50
危险

高潮位
(米)
4.90
4.90
5.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9日
早潮时间
01:50
02:08
04:00

高潮位
(米)
4.50
4.50
4.80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军奥二手车经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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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片废品及可回收物分拣整理中心改造建设项目工

程（详见万丰网 www.zjwfgroup.com）。报名时间：

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4月12日8∶30-11∶00,13∶

00-16∶30。地点：浙江环强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楼会议室(杭州萧山区所前镇来苏周村下畈王118号)。

资质要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项目负

责人：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无在建工

程）。联系人：高先生 15215951795 。

招标人：浙江环强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拟对下属多处库站2019年零星维修工程施工
图设计进行公开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建筑设计乙级及以
上或工程设计综合类甲级企业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
及以上职称。

报名时间：2019年4月15日16时止。
报名地址：萧山区市心中路819号绿都世贸写字楼

10楼，李小姐 0571-82373982。
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博望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8日

招标公告 招标公告

浙江环强再生资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5万元以下零
星装修工程（详见万丰网www.zjwfgroup.com）。报名
时间：2019年4月11 日-2019年4月12日上午8:30-
11:00,下午13:00-16:30。地点：浙江环强再生资源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萧山区所前镇来苏周村下畈王118
号）。资质要求：萧山区(不含大江东)范围内独立法人资
格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项目负责
人：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联系人：应女士
15967176324。

杭州市萧山区排水管理处于2017年5月16日在区
招投标中心办理直接发包登记手续的山阴路（西陵路-
西兴路）污水管工程【项目编号为XS01ZJ201705004，
造价40.3571万元，中标单位为杭州春峰建设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为：萧发改投资（2017）158号】。该项目因前期
原因，造成工程建设无法继续，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
解除工程施工合同，原交易取消，并取消原直接发包登记
单（编号为XS01ZJ201705004），因登记单原件已无法
如数收回，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招标公告 要求取消直接发包登记的情况说明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4月9日 7∶30-17∶30停前十968线 186/61/

01#-186/61/35#换杆换线工作。186/61/14#-186/
61/14/02#换杆换线工作。186/61/24#-186/61/24/
11#换杆换线工作。原变压器搭接等工作。(兴耀)前

进变前十968线186#杆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大江东
盈丰垦种（二、三）、天益水产（一、二）、钱江出口养殖、
党湾勤联村、新中垦种、长河垦种、河庄江东村、大洋
庄园（一二）、新湾前峰村、党山垦种（二）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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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它是基
本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文明窗口。今
年是我区“厕所革命三年行动”的第二年，
也是公厕改建拓面提质之年。记者从区
城管局获悉，今年区城管局下属环卫处、
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以及河道管理处
计划再改建公厕25座，让公厕与城市品
质更加匹配。

近年来，一场“厕所革命”在全国范围
推进，从景区扩展到全域、从城市扩展到
农村、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厕所革
命”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在萧山，随着现

代化国际城区建设的推进，亟需新建、提
升改造与城市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公共厕
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影响群众生
活品质的“短板”。

走进提升改造后的城河公园公厕，里
面不仅有爱心驿站、第三卫生间，还安装
了智能手纸盒、立式手机充电站、感应式
洗手液等一系列智能化便民设备。此外，
去年在对该公厕提升改造过程中，还做了
一次创新尝试——安装太阳能发电装
置。这样的公厕，不仅为户外工作者提供
了便捷，也让节能环保理念渗透到了城市
的角角落落。

记者了解到，去年区环卫处新建及提
升改造城区公厕共21座。通过提升内外
设施、优化男女厕位比、打造无障碍间、扩
建第三方卫生间、拼建城管驿站，设置新
风除臭系统、智能系统等举措，彻底改变
了市民对公厕“脏乱差”的固有印象，打造
了城河公园公厕、育才路生态公厕、道源

路公厕、育才路南伸公厕、城北停车场拼
装公厕等5座智慧公厕，以及城河公园公
厕、育才路生态公厕、金城路东伸公厕、育
才路南伸公厕、城北停车场公厕等5座精
品、亮点公厕。

今年，由环卫处负责山南路公厕、烈
士陵园公厕、区一医院东公厕等15座公
厕的提升改造，包括内外部设施提升改
造、完善无障碍设施等；由河道管理处负
责北塘河绿地公园、油树下绿地公厕等5
座公厕的提升改造。

此外，今年北山公园的5个公厕也正
式纳入了改造计划，由市政绿化养护保障
中心负责改造提升。这些公厕建于20世
纪90年代，受地形限制，建筑面积普遍较
小，私密性不够，外观也显得与周边环境
有些格格不入。对这5个年代久远的公
共厕所，将通过拆除重建、拼建或内部重
建的方式，改造升级硬件设施和使用功
能，大家不妨一起期待吧。

文/记者 项亚琼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本报讯 天天蓝天白云，日日暖阳高
照。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这般给力的
好天气可算难得。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
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3℃，有一种提前
进入夏天的感觉。

春天里每一次“不寻常”的升温，都预
示接下来天气要有剧烈变化。对于即将
抵达战场的冷空气，连中央气象台官微也
调皮起来了：听说你们北方人都穿上了短
袖？是没把我冷空气放在眼里？未来几
天走着瞧。

中央气象台预计，8日至9日，我国中
东部地区将迎来一次较大范围降水天气
过程。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
等地有中到大雨，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
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日至11日，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

等地还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就我区来说，好天气也不会一直持

续，温度不会持续高涨，“过山车”已经缓
慢进入下滑的轨道。总体来说，未来几
天我区晴雨相间，降雨主要出现在今天夜
里到明天，以及10日夜里到11日上午，大
家外出记得备好雨具。

其中，由于今天白天温度较高，不稳

定能量蓄积，对流条件较好，夜里有触发
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明天白天的降水会明
显一点，预计能达到中雨量级。

今天白天天气依旧晴好，降雨结束之
后，温度会有明显下滑，10—11日的最高
温降至20℃左右，12—14日最高气温在
22℃左右。由于近段时间气温起伏较大，
应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叶文婷

萧山警方近日端掉一个专业
“碰瓷”团伙，他们的手段多样，通过
蹲守勘探、锁定目标、紧紧尾随、故
意擦碰、要挟报警……抱着酒驾不
敢惊动交警的心态，受害者只能默
默接受碰瓷者的无理要求。

朱先生是第一个报警的，他说
被一伙人故意碰瓷敲诈勒索8000
元。但当民警询问案件细节时，朱
先生却吞吞吐吐，有所顾忌。经民
警耐心做工作，朱先生终于说出了
实情：原来，事发当天他酒后驾车，
经过所前某村道时，一辆车突然别
过来，随即发生碰撞。对方车上下
来几人，称闻到朱先生身上酒气，要
么报警要么私了，朱先生被迫转给
对方8000元。

警方经过缜密侦查，3月27日
凌晨统一收网，将涉案的萧山人傅
某等人抓获归案。萧山公安情报信
息大队、合成作战中心、党湾派出
所、钱江世纪城派出所、交警大队等
单位随即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积极寻访相关受害人，将案情彻
查到底。

经深挖查明，该团伙以傅某为
首，河南籍男子熊某、安徽籍男子王
某、程某、武某等人为骨干成员，自
2018年9月起多次以“酒驾碰瓷”的
手段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活动——

去年10月初，受害人楼先生酒
后驾车途经北干街道某小区附近
时，被傅某等人驾车故意碰撞，无奈
之下转给对方6000元；

去年10月中旬，受害人符先生
酒后驾车回党山，在彩虹高架上被
傅某等人驾车故意碰撞，被迫“赔
偿”给对方5000元；

今年1月下旬，受害人郦先生酒

后驾车回公司途中，被傅某团伙成
员程某等人驾车故意追尾，被迫通
过微信向对方转账1000元；

……
目前，萧山警方已初步查明该

团伙参与的“碰瓷”案件20余起，涉
案金额10多万元，涉案的6名犯罪
嫌疑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1
名犯罪嫌疑人刑拘上网，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办案民警介绍，本案尚有多名
受害人没有报案，逃避不是办法，呼
吁相关受害人尽快与警方联系，配
合调查。

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深
入开展中，对于任何涉黑涉恶的不
法人员，萧山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
惩不贷！如果市民发现类似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线索，请尽快与我们联
系，积极向我们举报。查证属实的，
将给予最高50万元的奖励，并严格
保密。

萧山区涉黑涉恶线索
举报方式

举报电话：110，0571-82770001。
微信举报：“萧山公安”微信公

众号（xsga110）——市民举报平台。
来信举报：地址为杭州市萧山

区晨晖路1399号公安分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办公室。

来访举报：地址为杭州市萧山
区晨晖路1399号公安分局北门信访
接待室。

来访接待日：在国家法定工作
日的8：30—11：30、13：30—17：15。

昨日如夏 未来几天易现“强对流”

着装清凉

短袖上阵

冷饮真好吃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王益飞 李梦婷

本报讯 4月起，区环境集团下
属供水公司正式开始推行水费电子
发票。

据介绍，与传统纸质发票相比，
电子发票具有无纸化、低能耗、易保
存、易查询等优点，在倡导低碳生活
方式、提高办事效率的同时，也极大
地方便了居民及企业用户。

电子发票的上线，也大大缩短
了用户收到发票的时间。如我区某
物业服务分公司虽然办理了水费银
行托收业务，但是每月1日扣款后，
往往要到18日才能收到邮寄的纸质
发票。推行电子发票后，扣款当天

就可以自行下载打印电子发票。据
悉，区供水公司正在陆续完善电子
发票相关流程，进一步方便用户对
电子发票的使用与保管。

用户如何申领水费电子发票？
1. 登录萧山环境集团官网

（http://www.xswater.com/）；
2. 点击进入“水费电子发票打

印”模块；
3. 输入户号、户名、手机号码进

行身份校验；
4. 点击“查询”，可查询近12个

月未开、已开的电子发票记录。
区供水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进
一步方便用户办事，努力增强用户
的获得感、幸福感。

“酒驾碰瓷”团伙屡次作案
6名嫌疑人被刑事拘留

本月起 缴水费可打印电子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