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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萧山区育英实验学校
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 书 ，代 码 ：100，号 码 ：
1200736559，及浙江省政府
非税收入通用票据（机打），代
码1120，号码:1503819971，
声明作废。
●遗失汪建平浙江广播电视
大学萧山分校毕业证书，证
号：3230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金金饰品原银行
留底公章1枚，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6月 4日 8∶00-17∶00

停黄家章村老屋1#变综合柜
低压母线闸刀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蜀山街道黄家章村
老屋一带；8∶00-17∶00停来
苏周村1#变综合柜低压母线
闸刀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
所前镇来苏周村一带；8∶30-
12∶15停金迪A153线72#杆
大自然分线开关：萧山区瓜沥
镇鑫灿针纺织品、良邦金属制
品、萧山长沙山一石料厂、萧
山垒盾建筑五金、萧山伊柯达
卫浴洁具厂、白云化学纤维实
业、绍兴县安昌镇志祥水泥砖
厂、萧山党山克牛化纤涤丝整
理厂、金比利新材料科技、诚
信废品回收、萧山瓜沥镇山北
村经济联合社、亿盛新材料、

鑫达莉卫浴洁具厂一带；8∶
45- 11∶45 停解放 C666 线
13/03#杆解放C6662开关：
萧山区瓜沥镇永联村镇海、解
放村及萧山市党山申富塑料
制品厂、依可斯纺织、奔丰汽
车座椅一带；7∶30-17∶30停
勤联A461线勤联村1#变：萧
山区党湾勤联村1组、4组、21
组一带；8∶30-15∶30停久峰
C955线 54/03/03#杆（河杨
湖13#变令克）：萧山区戴村
镇河杨湖13组等一带；8∶30-
15∶30停树蓬A530线38#杆
（安家山2#变令克）：萧山区浦
阳镇安家山2组等一带；8∶
30-16∶30停歌剧C764线银
河小区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萧山区北干街道银河小区及
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
歌剧C764线银河小区16#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银
河小区及其周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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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热线

启 事
根据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齿前

进”）股东大会决议及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进重机”）股东决定，杭齿前进拟吸收合并前进重机，吸收合并完
毕后，杭齿前进存续，前进重机注销。吸收合并前，杭齿前进注
册资本为40,006万元，前进重机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吸
收合并后存续的杭齿前进注册资本为40,006万元。合并各方
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杭齿前进承继，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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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齿前
进”）股东大会决议及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进重机”）股东决定，杭齿前进拟吸收合并前进重机，吸收合并完
毕后，杭齿前进存续，前进重机注销。吸收合并前，杭齿前进注
册资本为40,006万元，前进重机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吸收
合并后存续的杭齿前进注册资本为40,006万元。合并各方的
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杭齿前进承继，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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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杭州前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序号
1
2

房号
10-1-1503
5-1-902

认购人名称
陈稼曦
赵军

合同建筑面积
103.38
135.34

单价
8499.00
8090.00

认购人隶属单位
厦门航空
厦门航空

萧政储出（2014）5号地块观奥骏景苑小区内部认购名单公示

杭州白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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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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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
晚潮时间
12:20
12:43
14:55
危险

高潮位
(米)
4.10
4.10
4.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4日
早潮时间
00:00
00:23
02:35

高潮位
(米)
3.90
3.90
4.10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6月10日 9∶30-10∶30停城北C410线

知稼苑8#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街道知稼
苑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大同C235
线 84/10#杆（大同 C235 线大同三支线开
关）：临浦镇大同三村等一带；7∶30-17∶30
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3#变：党湾勤联村2
组、3组、10组、12组一带；7∶30-17∶30停群
英C653线勤联村16#变：党湾勤联村15组、
14组一带。

6月11日 8∶30-16∶30停丽一C101线
泰和茉莉苑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
泰和茉莉苑及其周边一带；8∶30-14∶30停沙
河A783线02#杆（沙河A7831开关）：河上镇
祥河桥村、松联塑胶制品、萧山宏发铸造、萧山
新河纸业、圆融科技等一带；8∶35-11∶35停明
朗A066线50#杆明朗分线开关：瓜沥镇群联
村、大义村、如松村及锦罗纺织、惠纳汽车轴承
制造厂、华拓纺织、康旺鹤鸣纺织、萧山晓新物
资回收、萧山汝萍纺织、天龙钢瓶、萧山恒荣纺
织、德豪化纤、兴利纺织、萧山瓜沥建浩化纤织
造厂、宁锐纺织、捷峰源化纤一带；13∶00-16∶
00停科研A090线昭一开G14生达分线：瓜沥
镇长巷村及萧山盈招纺织、生隆纺织、永欣纺
织、萧山航坞纺织机械厂、瓜沥镇明德学校、萧
山瓜沥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瓜沥镇第三幼儿
园一带；7∶30-17∶30停顺和C929线党山村

2#变：瓜沥镇党山村委旁一带。
6月12日 8∶35-16∶00停建工A631线

东霖开G12中霖A631线（常开）-达中开G13
中霖A631线、大卫开G23备用五线：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真仕漫服饰、浙江珍诚医药在
线、天诚药业、恒太家私制造、杭州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卓越物业服务；8∶
30-16∶30停丽一C101线泰和茉莉苑3#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泰和茉莉苑及其周边
一带；8∶30-15∶30停云石C954线110/08#杆
（沈村7#变令克）：戴村镇沈村7组一带；8∶
30-15∶30停西周C950线90/11#杆（横二村
3#变令克）：戴村镇横二村3组等一带；8∶30-
14∶30停建新A190线58/01#杆（山后分线开
关）：义桥镇山后村、义桥人民政府等一带；7∶
30-17∶30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5#变：党湾
勤联村5组、8组、10组一带；7∶30-17∶30停
油管C927线党山村8#变：瓜沥镇党山村高速
公路后桥洞东一带；7∶30-17∶30 停勤联
A461线勤联村12#变：党湾勤联村22组、24
组、20组一带。

6月13日 8∶35-15∶30停东红A673线
振兴开G12振明线：宁围街新华村、杭州世纪
二手车交易市场、萧山长山仪表厂、美锦汽车
销售服务、康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仁根纸业、
高士达印染等一带；8∶30-14∶30停丽都变体
育C112线通灵分支开G14汇德隆实业：城厢
街道浙江汇德隆实业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丽一C101线泰和茉莉苑4#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城厢街道泰和茉莉苑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凤坞C483线凤坞开G12凤江
C483线32#杆-凤坞开G12凤江C483线43#
杆（凤江C4831开关）：河上集镇、东山村一带；
8∶30-15∶30停群大A191线80/04#杆(王村
村2#变令克）：临浦镇王村村2组等一带；8∶
35-12∶35停金染C858线昭一开01#杆窑娄
分线开关：瓜沥镇长巷村及罗艺斯家纺、萧山
瓜沥镇长巷村经济联合社、帅城纺织、苏拉特
油剂、萧山印染设备制造厂、金鸥机械、骏旺针
纺、萧山如意化纤纺织厂、丰汇纺织、捷顺纺织
一带；7∶30-17∶30停油管C927线党山村3#
变：瓜沥镇党山村10组一带。

6月14日 8∶30-16∶30停镇海A715线
永联村镇海4#变：瓜沥镇永联村镇海一带；8∶
30-16∶30停镇海A715线永联村镇海4#变：
瓜沥镇永联村镇海一带；8∶30-16∶30停肆联
C472线永联村镇海1#变：瓜沥镇永联村镇海
一带；9∶00-14∶00停永盛A323线小石桥站
2#石桥十分线：靖江街道小石桥村一带；9∶
00-14∶00停永盛A323线小石桥站5#石桥十
七分线：靖江街道小石桥村一带；7∶30-17∶30
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6#变：党湾勤联村6
组、8组、12组、13组一带；7∶30-17∶30停油
管C927线党山村9#变：瓜沥镇党山村5组一
带；7∶30-17∶30停勤联A461线勤联村14#
变：党湾勤联村23组、新农村一带。

6月10日 9∶00-17∶00停10kv春
风A302线20号杆至创建村八站电缆回
抽，割接等工作（建伟）地铁8号线新湾路
站迁改一期工程：大江东创建村一带。

6月11日 7∶30-12∶30停10kV前
峰961线137/16/11-137/16/23导线拆
除工作及137/16/23后段换杆换线工作：
大江东所前城南村垦种、瓜沥友谊村、靖江
靖港村、农机水利（五）、大元五垦（一）、瓜
沥围垦（一）、瓜沥永福村、瓜沥沙田头村
（一）、坎山群谊、光明四垦（二）、坎山荣新、
瓜沥四垦（一）、大元五垦（二）、坎山围垦一
带；9∶00-17∶30停春元村4#变低压割接
工作（久邦）全民村4#变、金泉村1#变等台
区低压开关柜更换工程：大江东春元村一
带；9∶00-17∶00停河建0349线 114#-
119#，114#-114/09#换杆换线工作（兴
耀）河庄变河建354线110#至119#杆绝
缘化改造工程：河庄街道、民主村一带；

6月 12日 9∶00-17∶30停火星村
3#变低压开关柜更换工作（丰安）全民村
4#变、金泉村1#变等台区低压开关柜更
换工程：大江东火星一带；

6月13日 9∶00-17∶30停新湾街道
3#变增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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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江东新湾街道、新和虹实业 一带；9∶
00-17∶30停金星村4#变低压开关柜更
换工作（久邦）全民村4#变、金泉村1#变
等台区低压开关柜更换工程：大江东金星
村一带；9∶00-13∶00停围中村3#变台区
增量工作（国通）围中村1#变、新围村14#
变等台区增容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围中
村一带；13∶00-17∶30停围中村2#变台
区增量工作（国通）围中村1#变、新围村
14#变等台区增容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
围中村一带

6月14日 9∶00-17∶30停10kv湾
学站II段11#，12#，13#，16#间隔电缆拆
头，回抽搭接至新设湾学站 11#，12#，
13#，16#间隔（国通）10kV湾学开关站迁
移工程要：大江东新湾街道一带；9∶00-
13∶30停春风A302线创新村分线10#-
11#插杆一支，新放电缆至实训基地新设
1#箱变（丰安）杭州大江东智能制造实训
基地工程：大江东创新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南阳创新“十廉”制度 警示教育干部

拱秀社区整治占道经营劝离违规摊贩

蜀山推送“周末纪语”
筑牢干部“廉洁墙”

近日，区委宣传部和李可染画院联合举办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美丽楼塔写生活动。

通讯员 大华 记者 丁毅 摄

美丽山乡入画来

义桥全面完成军民融合小镇签协工作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周钰 沈雄伟

本报讯 日前，南阳街道在全区创新
“十廉”制度警示教育干部，并于6月在
全街道集中开展以“十廉”为主要内容的
警示教育月活动。

“十廉”制度教育的重点对象包括街
道机关、村社、学校、医院、企业等单位的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旨在不断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切实强化全体
党员干部的法纪观念和规矩意识，全力
营造全街道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警示教育·醒廉”——通过召开一
次街道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到
省法纪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接受警示教
育，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强化以案为
鉴、警钟长鸣。

“专题党课·讲廉”——通过“潮都大
讲堂”干部“夜学”的方式，组织党员干部
开展一次廉政专题党课，促使党员干部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做人底线，切实做到
严于律己、清廉自爱。

“互谈互评·思廉”——通过召开一
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坚持红脸出汗，对照

“两个责任”和“一岗双责”履行情况和查

处的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例，把自己摆
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
刻剖析，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排查风险·明廉”——重点围绕区
委巡察和村社延伸巡察等问题反馈，结
合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开展一次
廉政风险梳理排查，建立权力清单和风
险清单、责任清单和防控清单，健全廉政
风险预警、动态和长效管理，从源头上、
制度上有效防范腐败风险。

“谈心谈话·育廉”——开展一次机
关中层干部廉政集体谈话活动，签订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下发清廉笔记，提升
机关中层干部廉洁意识，增强岗位风险
防控，破除“中梗阻”现象。

“主题党日·倡廉”——将6月份固
定党日主题定为“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组织一次鲜活生动的警示教育主题活
动，促使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纪法规入脑
入耳入心。

“家风家训·助廉”——结合清廉家
风建设，针对干部家属，特别是配偶子
女，开展一次家风助廉警示教育活动。
并发送一份家庭助廉倡议书，签订一份
家庭助廉承诺书，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

确的权力观、金钱观和价值观，夯实拒腐
防变的“底线”和“红线”。

“清风之旅·传廉”——各单位组织
一次“清风之旅”活动，精心选择“清风
之旅”教育点，开展沉浸式、体验式的廉
政教育，同时开展“潮都艺术团”廉戏下
乡活动，促使党员干部在清风熏陶中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思践悟·话廉”——通过向党员
干部赠阅廉政书刊，围绕主题党课、案例
剖析、廉政“微考”等教育活动，要求党员
干部撰写一篇廉政“微感言”，通过组织
生活会等方式分享体会。

“长效机制·固廉”——将警示教育
作为廉政教育硬任务，党组织和纪检组
织齐抓共管，合力推进，推动警示教育制
度化、常态化开展，巩固警示教育成果。

参加街道“警示教育·醒廉”警示教
育大会后，永利村党委书记冯小飞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不仅关乎个
人的品德修养，也是应有的气节，自己要
当廉洁从政的表率，踏实做好本职工作。

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李卓观
看警示教育片后，更加坚定了自己认认
真真做事、干干净净做人的决心。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沈海英 丁水富

本报讯 每当周五和法定节假
日前一天，蜀山街道机关和村（社
区）干部均能收到一条特殊的短
信。这是街道纪工委发出的“周末
纪语”温馨提醒，旨在提醒干部筑牢
一道“廉洁墙”。

街道“周末纪语”温馨提示的内
容有党纪党规应知应会、节庆假日
温馨提醒、典型案例解读分析以及
蜀山人文历史典故等。例如清明节
前夕，“纪语”提醒广大干部节俭文
明祭扫、远离封建迷信、提倡低碳出
行，构建社会新风尚；《中华人民共
和国监察法》颁布实施1周年之际，
再次详细解读相关法规条文；展示
贺知章崇廉尚洁的小故事……

加入生动的案例以及案例剖
析，“周末纪语”更加深入干部的心
中。“这个案例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
必须牢固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一位干部看
到一起弄虚作假案例时表示，在日常
工作中，要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周末纪语”多次提及违规参与
“酒局”、“牌局”、弄虚作假、不遵守
工作纪律制度等“四风”问题，警醒
干部时刻紧绷规矩这根弦。“这些提
醒，我们必须时刻对照，引以为戒，
保持廉洁自律，树立良好形象。”一
位村干部感触道。

街道纪工委负责人表示，蜀山
推送“周末纪语”，为廉政教育常态
化构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有助于
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抓早抓小”，防
患于未然，将干部违法违纪苗头扼
杀在萌芽状态。

不仅是推送“周末纪语”，今年
以来，蜀山街道还结合警示教育月
活动和“中梗阻”问题整治，通过着
力推行“清廉村社”建设、深入开展
民情双访、组织机关“夜学”、参观省
法纪教育基地等形式，进一步夯实
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础。

本报讯 5月31日，杭州利湘农林
有限公司、杭州双锦有限公司的代表与
义桥镇政府签下有关协议，至此，义桥
镇涉及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全部农户
和企业均完成签协，第一阶段推进任务
圆满完成。

此次推进涉及义桥镇昇光村、復兴
村的26户农业苗木户、12家企业，共
1350多亩土地。今年3月底以来，义桥
镇与区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建立领导
小组和具体工作班子，分昇光、復兴、企
业三个工作组，深入村企开展推进工
作。

工作组克服征迁时间紧、任务重
等困难，前期，全体工作组成员和有关
村干部一起，认真开展走访踏看和调
查摸底，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政策
和措施，获得了农户和企业的大力支
持。经过一个多月的评估、试算以及
对涉及户的复核等工作，最终确保5月
底前签协工作全部完成，军民融合特
色小镇第一阶段工作进展顺利。

在签好协议的基础上，连日来，各
苗木户抓紧时间做好苗木腾迁，以及
水产养殖的清理和搬迁工作。涉及企
业把征迁工作排上议事日程，确保按
时完成各项腾迁工作。

接下来，义桥镇将配合做好与省、
市、区相关部门、机构的工作联系和对
接；抓好苗木的迁移工作，负责征迁补
偿支付；做好土地收储等工作的推进；
拟定军民融合特色小镇总体建设目标
和年度实施计划，做好特色小镇的申
报工作。

据悉，义桥军民融合小镇启动区
块用地面积1800亩，北至朱簉线，南
至戴北线，东至桥戴线，西至云许线。
小镇是萧山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
展非常重要的基地，不仅承接区里重
大产业项目，也是由北向南发展重要
的桥头堡。据介绍，投资20亿元的前
进齿轮箱智能制造项目已列入省级重
点项目。各项招商引资项目也在洽谈
中。 （徐文燕 黄坚毅）

本报讯 日前，为深入推进环境整
治百日攻坚行动，认真做好浦阳镇美
丽家园、美丽乡村建设，浦阳镇妇联与
辅导学校联合开展“爱家爱家乡 洁美
庭院我来建”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的
学生实践，开展最美庭院评比，展现

“我是浦阳小主人”的良好精神风貌。
经过一个月的筛选，根据照片和

视频共初评出洁美庭院33户，随后由

专业人员对33户庭院进行实地走访打
分，最终确定10户庭院为浦阳镇首届

“小主人共建洁美庭院”。
浦阳镇妇联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和家
长共同参与打造美丽庭院的热情，营
造浓厚氛围，助推浦阳镇环境整治和
美丽乡村建设。

（靳林杰 吴洁）

浦阳评出首届“小主人共建洁美庭院”

本报讯 早上8点多，在拱秀社区
高桥住宅区内靠近农贸市场和高桥幼
儿园的几条道路上，来往车辆和行人川
流不息，虽然忙碌但一点也不拥堵。面
对这样的场景，今年年初搬入住宅区的
龚先生竖起了大拇指。

龚先生说：“以前因为离市场近，会
有不少人在这里摆摊，大多是蔬菜摊。”
不少摊贩就是一辆三轮车停放在路边，
购买的人一多就容易造成交通堵塞，特
别是上下班时间段，骑电动车总是需要
绕路才行。

从今年年初开始，拱秀社区工作人

员和巡防队员一起上路进行文明劝导，
对占道经营摊贩进行劝退处理，并提醒
街面店主不要出店占道经营，驾驶人员
将车辆开至停车泊位有序停放。

“摊贩少了，环境也好多了。”在高
桥住宅区居住了20多年的洪奶奶表
示，这多亏了社区工作人员和巡防队员
雷打不动的巡逻，总能看到社区工作人
员遇到在路上摆摊的小贩就上去劝导，
直到把他们劝走。

通过拱秀社区工作人员和巡防队
员的努力，目前流动摊贩已基本劝
退。 (王俞楠 俞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