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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徐光宇身份证，号码：
339005197604092312，声明
作废。
●遗失李阿毛中国人民解放
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号码：
161200300797，声明遗失。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蜀山街道办事处浙江省行
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来
往结算票据第二联（收据联）
2张，收据号为：1653387332、

1654065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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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7日 8∶30-12∶00
停河口 C160 线 129#杆（河
口C1606开关）：戴村镇佛山
村、青山村、汇燊基布业、家
得好日用品、杰超机械厂、蓝
达工艺制品、青山粉末冶金
厂、华东轻钢建材等一带；8∶
30- 14∶30 停城东变萧绍
A615线洄北Ⅱ开G22洄澜
北苑6#公变：城厢街道洄澜
北苑及其周边一带；8∶30-9
∶30 停湘四C403 线蓝爵国

际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
干街道蓝爵国际及其周边一
带 ；8∶30- 10∶30 停 湘 四
C403线蓝爵国际3#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蓝爵
国际及其周边一带；9∶00-
16∶30 停八大 C796 线新港
村 4#变：瓜沥镇新港村一
带 ；9∶00- 16∶30 停 国 庆
C794线坎山供电营业所3#
变：瓜沥镇国庆村一带；9∶
00-17∶00 停振华 C786 线
张神殿村4#变：瓜沥镇张神
殿村一带。

启 事
便民热线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5月7日 9∶00-17∶00停春光0810线03/03#

后段新放导线6档，新上春雷村10#变400kVA杆
上变一台、春雷村4#变低压割接至新设春雷村10#
变（国通）春雷村10#变、春元村9#变等低压台区改
造工程：春雷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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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6日
晚潮时间
14:10
14:24
15:59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5.40
4.9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7日
早潮时间
01:50
02:04
03:39

高潮位
(米)

5.70
5.60
5.15

5月13日 9∶00-17∶30停金星村9#变A01#
杆至A01/03#杆导线上改下工作。（丰安）义蓬街道
北街地块低压线路迁改一期工程：河庄街道金星村
一带。

5月14日 9∶00-17∶30停新设河福站I，原河
福站用户割接至新设河福站I段.（城源）10kV河福
站开关柜更换工程：河庄街道建设村、同一村、上游
纸箱、东灵塑胶、万豪家私、博高家私、晨晟汽车、中
达卫浴（一）、永泰纺织、华远特种纤维、惠灵工艺礼
品、中信橡塑一带；9∶00-17∶30停河福353线33#-
45#杆换线工作（城北承装）杭州大江东火星A294
线等分支线路绝缘化改造工程：河庄街道建设村、同
一村、上游纸箱、东灵塑胶、万豪家私、博高家私、晨
晟汽车、中达卫浴（一）、永泰纺织、华远特种纤维、惠
灵工艺礼品、中信橡塑一带；9∶00-17∶30停河福
353线河福站建设分线01#-15#导线更换工作（城
北承装）杭州大江东火星A294线等分支线路绝缘
化改造工程：河庄街道建设村、同一村、上游纸箱、东
灵塑胶、万豪家私、博高家私、晨晟汽车、中达卫浴
（一）、永泰纺织、华远特种纤维、惠灵工艺礼品、中信
橡塑一带。

5月15日 9∶00-17∶30停小泗一站3#间隔智
慧分线电缆开断，新放电缆与旧电缆搭接，试验等

工作（城源）江东大道（河庄大道-青六路）提升改
造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涉及青六路口10kv电力迁
改工程：大江东智慧谷基建一带；8∶00-17∶30停
10kv前裘0973线09#杆，外九974线08#杆，梅海
975线09#杆至10kv前裘0973线16#杆，外九974
线15#杆，梅海975线16#杆换杆换线工作（永兴）
东庄村村道拓宽涉及三回路高压线迁改工程：大江
东东庄村、东海村、新街新塘头、义蓬后埠头村（二）
一带。

5月16日 9∶00-17∶00停春元村4#变低压部
分割接至春元村9#变低压工作（国通）春雷村10#
变、春元村9#变等低压台区改造工程：义蓬街道春
元村一带；7∶30-17∶00停10kV宏波A301线市政
分线25#杆至32#杆插杆6根，38#杆至44#杆插杆6
根，22#-45#杆更换导线，22#杆至22/05#更换导线
等工作（国通）前进变前染963线57#至78#杆绝缘
化改造工程：萧山区东升村一带。

5月17日 9∶00-17∶00停春元村5#台区增容
工作（久邦）春光村3#变、春元村8#变等台区增容
工程：萧山区春元村一带；9∶00-17∶30停新增共建
村19#变布点工作（永兴）杭州大江东新湾街道3#
变、共建17#变村等台区改造工程：新湾街道共建
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5月 13日 9∶00-16∶30停湾西A470 线大西村

13#变：党湾镇大西村一带；9∶00-16∶30停湾西A470
线裕民村9#变：党湾镇裕民村一带；9∶00-16∶30停湾
镇A458线新前村8#变：党湾镇新前村一带；9∶00-16∶
30停湾镇A458线新前村4#变：党湾镇新前村一带；9∶
00-16∶30停湾镇A458线新前村11#变：党湾镇新前村
一带；8∶30-14∶30停通惠变汇德C781线永山分支开
G13山阴小区1#变：北干街道山阴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得力C448线崇化17#公变低压分路开
关：城厢街道崇化小区118、122、119、123幢及其周边
一带。

5月14日 8∶45-16∶45停新梅A473线48/07#杆
曙光分线开关（自）：党湾镇新梅村一带；8∶30-16∶30停
越王变游乐A001线渔场分线04#杆令克：北干街道山
河花园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得力C448线崇化
12#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城厢街道崇化小区93、99、94、
100幢及其周边一带。

5月15日 8∶30-16∶30停新联C039线74#杆（新
联C039线畈里朱水埠分线开关）：临浦镇浦南村、新联
村、成发鞋业、侨亿德衬布等一带；8∶45-13∶45停党益
C938线02/01#杆轴承分线开关：瓜沥镇车路湾村及立
盛汽配、飞迪门业、萧山傅氏轴承厂、萧山顺和金属软管
等一带；8∶35-11∶35停振华C786线01#杆振华C7861
开关-振华开G11振华C786线：瓜沥镇孙家弄村、三岔
路村、国庆村及振宏商品混凝土、萧山邻家联合医院、迈
特汽车配件、萧山管道二分厂一带；8∶45-17∶00停党益
C938线车路湾村3#变：瓜沥镇（党山片）车路湾村农科
队一带；8∶30-14∶30停丽都变新桥C106线仁济开G12
高桥61幢：城厢街道高桥小区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得力C448线崇化15#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城厢街

道崇化小区114、108、115幢及其周边一带。
5月16日 8∶30-16∶30停大岩A346线44/10#杆

（吉山村1#变跌落式熔断器）：进化镇吉山村1组等一带；
8∶30-16∶30停大岩A346线63/02#杆（东山村2#变跌
落式熔断器）：进化镇东山村2组等一带；8∶30-16∶30停
大岩A346线16/A38#杆（大岩A346线太平桥6#变跌落
式熔断器）：进化镇太平桥6组等一带；9∶00-16∶30停鱼
青A091线张神殿村5#变：瓜沥镇张神殿村一带；9∶00-
16∶30停维元A079线横埂头村6#变：瓜沥镇横埂头村一
带；9∶00-16∶30停之湘A331线新港村11#变：瓜沥镇新
港村一带；8∶30-16∶30停丽都变航运C120线航运开
G15南市分线：城厢街道南市花园及其周边一带；8∶30-
16∶30停得力C448线崇化15#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城厢
街道崇化小区95、101、107幢及其周边一带；8∶35-14∶
30停先锋变先鸿A216线变电所间隔开关：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汉帛(中国)等一带；8∶35-14∶30停先锋变先达
A231线变电所间隔开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帛(中
国)、杭仕物联网科技等一带。

5月17日 8∶30-16∶30停山后A188线36#（山后
A188线山后一段分线开关）：义桥镇杭州市公安局（山
后村安检站）、久安物业服务义桥分公司（双回路）；8∶
30-16∶30停得力C448线崇化18#公变低压分路开关：
城厢街道崇化小区124、131、125、133幢及其周边一
带；8∶35-17∶00停清江变协和B262线协和Ⅰ开G11
协炬B2622线-信融开G17炬信B2623线：宁围街道天
人房地产开发、金域物业服务萧山分公司、久安物业服
务萧山浙江商会大厦分公司等一带。

5月18日 7∶30-12∶00停科迪A500线群围村8#
变：益农镇群围村1组一带；12∶30-17∶00停东联A490
线五六二村1#变：益农镇五六二村23组一带。

5月19日 7∶30-17∶00停雷达C705线坞里村5#
变:南阳街道坞里行政村4组一带。

2019中国绍兴柯桥国际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春
季）于5月6日-8日在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本届绍兴柯桥春季纺博会坚持“国际、时尚、绿色、
高端”主题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办展理念，努力
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品牌展会。

2019中国绍兴柯桥春季纺博会设展位1546个，参
展企业580家，展览面积达3.4万平方米，分纺织面料
展区、数码印花展区、纺织未来馆三大区块，主要展品
为纺织面料（辅料）、家用纺织品、纺织机械、创意设计
等。创办21年来，柯桥纺博会以“引领全球纺织趋势，
展现时尚科技魅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搭建供需贸易
平台”为己任，结合区位优势及自身特色，顺势而为，不
断提升内涵，优化品质。从参展企业来看，浙江木林
森、浙江红绿蓝、绍兴鼎记、山东康悦、苏州中涛、佛山
澳纺等浙江省内外知名纺织企业均报名参展。

本届纺博会筹展期间，筹委会主动出击，先后组织

人员赴河南、江苏、陕西及宁波、温州、平湖等省内外服
装产业集聚地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与当地政府、市场管
理机构、服装商协会的合作联系，尤其是加强了对服装
家纺类上市企业和中国纺织服装竞争力500强企业的
招商力度。

此外，今年还利用“替他秀”、“小瓜报名”等微信小
程序，充分发动参展商和采购商的力量，进行以展引商
和以商招商工作。目前，已邀请到博洋服饰、东方集
团、丝丽雅、苏豪集团、际华集团、魏桥纺织、阳光集团
等知名企业赴纺博会现场采购。

值得注意的是，2019柯桥春季时尚周将继续与春
季纺博会同步融合，第三届中国服装定制高峰论坛、中
国纺织服装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论坛、2020春夏中国女
装面料流行趋势沙龙等一系列时尚活动，论坛走秀等
将于纺博会期间同期呈现。5月花开迎盛典，柯桥纺博
会将完美呈现纺织产业的新活力与新风貌。

2019中国绍兴柯桥春季纺博会盛大开幕
活动时间持续到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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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萧政储出
【2018】18号地块（东至宁东路、南至建设三路、西至安
宁路、北至规划商业商务用地、规划体育用地、绿地等）
建设居住项目。依申请，现将调整后的图纸予以公示。
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局网站（http://www.hz-
planing.gov.cn/）或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1
楼、现场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9年5月6日至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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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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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单位电话：0571-83982316 联系人：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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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5月6日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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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城 事花花

近日，建设四路与宁税路交叉口附近，出现了一片绵延80余米的“粉墙”——

粉嘟嘟的花朵，清新的绿叶，让不少路过的市民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在这片美丽

春光中留影……

月季花开，从四月下旬开始绽放，一路以摇曳的姿态伴我们走过春夏秋三季，

用迷人的色彩点缀这座城市。

最美五月天
月季花满城

文/记者 项亚琼 摄/记者 唐柯

组成这片花墙的是藤本月季中的
“十姐妹”。藤本月季是一类长势快、
开花量大，花大，具有一定攀援性质的
月季。月季，大体分为藤本月季、丰花
月季、大花月季、微型月季等，它的花
期很长，从4月下旬开始一直到12月。

一年中，月季开得最好看的有两
次：第一次是从4月中下旬到6月梅雨
季结束；第二次密集花期从9月下旬
开始，尤其是10月会特别好看，一直
开到12月，之后基本告别一年花季
了。但也有例外，个别品种如“杏花
村”“小桃红”，降雪打霜还不落，依然
会傲雪盛开。

眼下正是观赏月季的好时节，马
路上、公园里，在西山道口综合立交、
彩虹大道高架、工人路高架上也能看
到月季的身影，粉红色的是“安吉拉”

“杏花村”，红色的有“红帽子”“红从
容”，还有黄色的“黄从容”……

“唯有此花开不厌，一年长占四时
春。”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这样写月季。
月季生来娇贵，病虫害多，不适宜南方
的高温高湿天气，但因为花期长，萧山
在2014年做了大胆尝试——将月季
搬上高架。令人惊喜的是，月季花逐
渐适应了高架上的“生活”，一年比一
年长得好。

过去不常作为城市花卉的月季
花，为何如今常在街头见到？区城管
局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
说，高架选花的标准首先要花期长，其
次既要耐得住高温与严寒，还不能影
响交通视线，月季很符合条件。月季
花量大，开花时间集中，越来越受到各
个城市的喜爱。

与其他时花相比，种月季还省了
一大笔钱。所谓时花，就是只在某个

季节开很短时间的花。为了美观，时
花一般两个月就要更换，一年里起码
换六七次。而月季花当年种下，只要
养护到位，它会年年长，年年开，从此
不用再换花。从养护成本上来说，一
年下来，时花每平方米的养护费要
250多元，而月季花的养护费一平方
米只要十几元。

别看月季花这么常见，养护好它
还是要花点心思的，种植起来很有讲
究：一定要全光照，最好放在南阳台，
千万不能放在室内；通气效果要好；选
择底部有孔的花盆，不干不浇，浇水时
一定要浇透（观察花盆底部有没有水
漏出）；施好花前花后肥，一般选择复
合肥就行；开花后，剪去残花，再施肥，
有助于再次开花；预防虫害，可喷杀菌
剂，或者用米醋和水按1∶10的比例配
成的溶液，对一般肉眼可见的虫害，手
动捉虫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