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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市萧山区航民幼
儿园办学许可证正本，证号：
00000169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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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8∶45-16∶45
停樱多A085 线 01#杆樱多
A0851 开 关 - 23# 杆 樱 多
A0855开关：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瓜沥镇工农村及杭州
华民化纤、杭州正 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等一带。

启 事

便民热线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海拔电子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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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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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晚潮时间
16:40
16:55
18:35
危险

高潮位
(米)
4.90
4.80
4.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4日
早潮时间
04:00
04:15
05:53

高潮位
(米)
5.20
5.10
4.85龙龙

5 月 14 日 9∶00- 17∶00 停 110kV 丰乐变
20kV进科线城综二线江东城市综合体II段高压柜
检修：大江东江东城市综合体一期区域；9∶00-17∶

00停35kV永丰变10kV河庄505线同二分站农行
分线用户增容至（500kVA）：大江东河庄街道萧山
农村商业银行。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杭州领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实缴注

册资本从1010万元减至510万元（减资部分为知
识产权—非专利技术方式出资的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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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领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万丰石油弱电系统采购项目（重新招标），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详见浙江万丰企业集团公司官网）

工程名称：万丰石油弱电系统采购项目（重新招标）
招标内容：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资格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或符合浙

财采监【2013】24号《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设定及
资格审查的通知》第六条规定

所需资料：营业执照、报名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以上
报名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报名时间及地址：2019年5月15、16日；市心北路50
号天辰国际5幢14楼1403

联系人：陈工，0571—82573388
中国石化杭州萧山万丰石油有限公司

欧邦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0日

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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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张肖乐 周钰

本报讯 南阳街道聚焦中心工作，全
力做好产业转型升级文章，日前，结合实
际，街道制定了行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
划，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前阶段，为强化转型升级倒逼，南阳按
时完成占地5亩以上工业企业亩产综合效
益评价135家；完成横蓬工业园区45家企
业生活污水截污纳管的管线工程；完成了
1450家清查和833家全国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清查工作，为行
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打好基础。

为深化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按照行业
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接下来，南阳将淘
汰落后产能项目15个以上，从而持续推进
节能减排和“散乱污”企业整治。同时，启
动了横蓬工业园区改造提升，完善公共服
务配套提高园区综合效益，推进智能制造，
盘活存量厂房。为加快完成园区改造提升
规划，努力实现硬化、绿化、洁化、亮化总体

要求，南阳在去年底完成污水总管网和企
业污水分管工程基础上，6月前要完成园
区45家企业生活污水内部收集和最终纳
管工作。

按照计划，街道大力推动小微企业园
的建设，新建1个雨伞小微企业园，提升1
个童装小微企业园，促进南阳特色产业
——雨伞、童装等规范化提升，引导企业融
入文化创意元素为产品赋能，把好产品质
量关，着力打造本土知名品牌。同时进一
步探索“互联网+”新营销模式，实现雨伞、
童装等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打通，提升核心
竞争力，为特色产业量身做新衣。

为响应街道三年行动计划，圣山集团
日前投入了4000万元资金实施打造智能
化车间，实现生产数据全部抓取，提升产品
品质，减少用工数量，降低能源消耗，提高
生产效率。街道还不断挖掘速博雷尔、真
誉机械、一弘实业等有数字化线索的项目，
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
展，打造一批以圣山集团为“领头雁”的智

能化企业，为新经济发展融入新活力、注入
新动能。

抓好数字化等经济指标，推动行业转
型提升发展，是南阳今年工作的重点之
一。根据上级统一部署，2019年将围绕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认真抓紧抓好各项目标
任务。从引进新数字、剥离传统数字、促进
小升规等方式来提升数字经济总量。为加
强内外联动，街道开展“超潮都大讲堂”夜
学，邀请浙江大学等高校教授名师，开展

“2019 年宏观经济分析”、“产业转型升
级”、“数字经济”等主题讲座，为数字产业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据介绍，南阳街道今年一季度经济继
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完成财政总收入
1.75亿元，同比增长28.51%；实现规上工
业总产值 24.21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
5.05亿元，数字经济增加值1.08亿元。一
季度南阳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增加值
增幅在全区名列前茅。

南阳启动行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淘汰落后产能项目 建设小微企业园

近日，萧山地方海事部门组织开展了渔网渔簖清理专项行动，共清理并销毁杭甬运河内渔网
鱼簖百余个，切实保障了黄金水道的通航安全，也为水资源保护和主汛期的顺利行洪打下坚实基
础。 记者 丁毅 通讯员 来激扬 摄

清网行动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
《关于做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稳步提升待遇
保障水平，大病保险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由50%提高至60%。

通知明确，2019年城乡居民医保
人均筹资标准整体提高60元。其中，
财政补助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
年不低于520元，新增财政补助一半
用于提高大病保险保障能力，即在
2018年人均筹资标准上增加15元；个
人缴费同步新增30元。

通知要求，新增筹资一方面要确保
基本医保待遇保障到位，巩固提高政策
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建立健全居
民医保门诊费用统筹及支付机制，把高

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
另一方面，要提高大病保险保障功

能。降低并统一起付线，原则上按上一
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确
定；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由50%提高
至60%；对贫困人口加大支付倾斜力
度，在起付线降低50%、支付比例提高
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全面取消封顶线。

通知还要求完善规范大病保险政
策和管理。要求各地同步建立统一的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统一规范大
病保险筹资及待遇保障政策；落实筹
资待遇调整政策，于2019年底前按最
新筹资标准完成拨付，确保政策、资
金、服务落实到位；优化大病保险经办
管理服务。 据新华社

为进一步防范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助
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促进企业融资
奖励办法》自5月11日起施行。

该办法由浙江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
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联合制定。办法明确指出，奖励资金
用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浙江省企业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的支持力度，鼓励金融机构
利用央行相关再贷款政策支持小微企业融
资。

在奖励资金的支持范围和标准方面，
办法规定，对浙江省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
具提供主承销服务的金融机构，按其年度
累计发行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其中，
对承销民营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双创债务融资工具、永续票据、
资产支持票据、长期限品种债券融资工具，
按照上述标准的2倍给予奖励。

同时，对金融机构创设信用风险缓释
工具且不需要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反担
保，实际成交金额超过1亿元（含）的，按照

每个项目30万元给予奖励；对实际成交金
额5000万元（含）—1亿元的，按照每个项
目20万元给予奖励；实际成交金额2000
万元（含）—5000万元的，按照每个项目
10万元给予奖励。

又讯：

浙江推出10条措施
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为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日前印发《关于降低企业
用地成本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从创新土地出让方式、采取差别化
地价政策、支持存量土地盘活挖潜等10个
方面提出降低企业用地成本的具体举措。

根据民营企业不同行业生命周期及企
业承受能力，若干意见明确可采取工业用
地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租让结合、先
租后让等方式公开供地，灵活确定土地供

应方式和使用年限，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用
地成本。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探索以产
业链为纽带，上下游关联企业联合竞买土
地。

作为陆域资源小省，浙江注重盘活挖
潜。根据若干意见，浙江鼓励民营企业充
分利用现有存量工业用地，实施“零土地”
技改，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符合详细
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民营企业
在自有工业用地上新建、扩建生产性用房
或利用地下空间，提高容积率的，不再增收
土地价款，并减免相应的城市基础设施配
套费。

若干意见明确，对符合产业导向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优先发展且
土地利用率、亩均税收高的项目，按不低于
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的工业用地最低价
标准的70%确定土地出让底价。工业用
地采取20年、30年等年期出让的，可按照
出让年期与工业用地可出让最高年期的比
值确定年期修正系数。 据新华社

杭州亚运会的纪念品备受关注，
记者从杭州亚组委市场开发部了解
到，本周六（5月18日），杭州亚组委将
发行个性化专用邮票1套1枚和杭州
亚运会小本票1本，这将是杭州亚运
会纪念品的公开首发。

个性化专用邮票的首发时间是5
月18日上午9点30分，地点在杭州西
湖涌金广场（西湖大道与南山路交叉
口），乘坐42路、102路、133路公交车
涌金门站下车往南走 200 米，或者
31B线、60路、游2B线、游2线涌金门
东站下车往西走300米，即可到达。

除了发行个性化专用邮票外，现
场还将发行个性化纯金仿印邮票、纪
念明信片、纪念封、纪念邮折、纪念册
等系列珍藏邮品，邮票设计者将在现
场签名纪念，中国邮政也将提供纪念
邮戳的现场加盖服务。

据介绍，除了用肉眼看外，杭州亚
运会首套个性化专用邮票还利用AR
技术，将虚拟场景与实景结合在一起，
增强科技感。只要使用杭州亚运会专
属互动App“赋能亚运”中的AR扫一
扫，就能让邮票“开口说话”，增添大家
与亚运会的互动感受。 据浙江在线

浙江设立奖励资金 促进企业融资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医保待遇再提升
大病保险报销比例由50%提高至60%

邮票“开口说话”
杭州亚运会个性化专用邮票本周六首发

10日晚，350名“万人游非洲”首
航体验团成员从浙江杭州启程，乘坐
专机前往吉布提、坦桑尼亚、津巴布韦
三国，开启为期11天的非洲之行。

这是浙江与非洲共同开启五年旅
游交流合作计划的第一步。未来五年
时间里，浙江计划向参与合作的非洲国

家输送一万名浙江游客，并促进双方在
文化、旅游、商贸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目前，已有多个非洲国家主动签
约、热情参与，坦桑尼亚、津巴布韦、吉
布提、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和冈比亚
等国还成立了由高层官员牵头的工作
组配合实施。 据新华社

浙江开启“万人游非洲”旅游交流合作计划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11日晚发
布《关于进一步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持
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充意见》，对苏州
工业园区全域、苏州高新区部分区域新
建商品房实行3年限售，对苏州工业园
区全域二手住房实行5年限售。

意见明确，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域、
苏州高新区部分区域（东起京杭运河，
西至珠江路，南至竹园路，北至邓尉路）
新建商品住房实施限制转让措施，购房
人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满3年后
方可转让。苏州工业园区全域二手住
房，购房人通过二手住宅市场交易新取

得不动产权证满5年后方可转让。
此外，意见要求，新取得预（销）售

许可的商品住房，实行人才优先购买
政策。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预（销）
售许可建筑面积50%-60%的住房，优
先出售给在苏州工业园区就业、创业
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的人才。

2019年以来，苏州部分区域房价
尤其是学区房价格经历了明显上涨。
苏州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政
策调整旨在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的要求，遏制投机炒房，精准施策，
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据新华社

记者日前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
自开展“净网2019”专项行动以来，浙
江警方已破获从事网络账号恶意注册
等各类网络黑产刑事案件26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047名。

网络黑色产业是指借助互联网技
术、网络媒介，为黑客攻击、网络黄赌、
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网络水军等违法
犯罪活动提供帮助，并从中非法牟利
的犯罪产业。

今年以来，浙江省公安机关将打
击整治网络黑产违法犯罪活动作为

“净网2019”专项行动第一阶段的主
攻方向。据统计，浙江全省公安机关
目前已清理网络黑产相关广告帖文
1750条，关闭网络黑产交流、交易网
站栏目（网上群组）8912个，处理因未
落实网络安全措施的网站、网络服务
提供商678家。破获从事网络账号恶
意注册、非法第四方支付、网络营销推
广、钓鱼网站搭建、木马程序制作、电
话“黑卡”制售等各类网络黑产刑事案
件26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47名。

据新华社

浙江破获各类网络黑产刑事案件262起

苏州对热点区域新建商品房实行3年限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