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刺激”、“惊险”
去“萧山第一漂”

试营业7折优惠（漂流时
间每天下午2点）。地址：萧
山区河上镇大坞村；微信电

话同号：18967195168；景区
电话：0571-82105256。

厂房出租
所前镇金山村有单层钢

结构厂房出租，有衡车、总面

积4320平方米（90×48米），
交通便利，可做仓库、机械企
业等用，有需要请联系电话：
15658058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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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户主：倪立刚户口簿1
本，原户号：50703859，声明
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商务资讯

房产信息
萧山区北干街道、蜀山街道、开发区城中村改造安置工

作已开始，现将安置人员名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
山区政府门户网站（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
请于公示之日起七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373937 82358188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8月14日

萧山区北干街道、蜀山街道、开发区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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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
晚潮时间
13:00
13:17
15:08
危险

高潮位
(米)
4.80
4.8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15日
早潮时间
00:00
00:15
01:55

高潮位
(米)
5.40
5.40
5.20

杭州迅嘉贸易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

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1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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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8月15日 8∶30-17∶30停楼英C236线22#杆（楼英

C2362开关）-25/04#杆（楼英C2364开关）：萧山区河上镇
杭州萧山江丽减速机厂等一带；8∶00-16∶30停南庄C828
线罗成开南庄分线28/31#杆新林周村13#变令克要：萧山
区衙前镇新林周村一带；8∶00-16∶30停南庄C828线新林
周村12#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
衙前镇新林周村一带；9∶00-16∶30停城涝A619线下潦社
区2#变综合柜低压母线闸刀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
街道下潦社区一带；8∶30-15∶00停庆利C148线和顺村2#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和顺村及杭州博而丽花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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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李家连 校对：洪泓4

欢潭村：“五义”文化扮靓美丽乡村

新街中层干部开展师徒结对活动

城厢召开网格工作培训会

萧山5G自动驾驶微公交迎来量产

河上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

楼塔举办党建知识竞赛

萧山盲人青年来佳
俊被美国辛辛那提大
学音乐学院录取为钢
琴专业研究生。在他
赴美求学之际，昨晚，
来佳俊来到启蒙母校
——新世纪音乐学校
举办钢琴交流会。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钢琴交流会

■通讯员 应长根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昨日，新街街道召开干部师
徒结对暨中层干部座谈会。街道为8名
街道导师团成员颁发聘书，8对师徒签订
师徒结对协议，协议明确了师徒间各自的
职责。

会上，各位师徒结合自身岗位职责和
工作情况，踊跃发言。师傅朱贤林说：“要
用自己在街道近40年的成长经历，去影
响年轻干部，对待工作不推诿、不敷衍、不
拖沓，树立良好的师德形象，为徒弟树立

好榜样。”徒弟刘相远表示：“要虚心向师
傅学习、传承好的工作作风，努力钻研业
务，尽快适应新岗位，与师傅心连心、肩并
肩，做时代的强者。”

在听取各位师徒发言后，街道党工委
书记汤卫表示，通过这次街道组织开展的
师徒结对，以老带新，导学相长。通过师
傅的传帮带，在机关形成相互学习、相互
探讨、共同提高的融洽关系。通过师徒
共同努力，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挖掘潜力，
打造新街工作亮点，力促街道工作再取新
成绩，实现新突破。

■见习记者 黄婷 实习生 魏乐钇
通讯员 沈佳颖

本报讯 昨日，河上镇召开第一次文
联代表大会，标志着河上镇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成立。这是继去年8月成立楼塔文
联后，萧山区成立的第二个基层文联组
织，有利于推动河上镇文化振兴乡村。

河上镇具有当地特色的非遗文化、民
俗文化、抗战文化。近年来，河上镇高度
重视乡村文化培育和传承，坚持以产城融
合、乡村振兴为驱动，积极打造强富美高
的“城市栖息地 、活力新河上”。河上作
为省级“最美书香城镇”，拥有乡村文化礼

堂、最美书店等“金名片”，为广大文艺工
作者开展艺术创作、艺术交流提供了丰富
的土壤和广阔的天地。

河上文联由河上龙灯胜会协会、河上
红石协会、人文河上艺术总团、河上镇戏
曲协会、河上镇摄影社、河上镇书画社、河
上镇文学社7个社团组成，共有成员380
名。自8月起至11月，7大社团将在河上
徐同泰广场、雪山春精舍、百年老校等地
开展一系列文化巡演活动，将具有河上特
色的文化带进千家万户。

接下来，区文联将逐步推进基层文联
组织建设，通过上下联动将广大文艺工作
者团结起来，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王洁琼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网格员业务水
平，加强网格交流，掌握网格信息动态，强
化重点问题巡查，近日，城厢街道召开
2019年网格工作培训会，各社区网格员
参加培训。

城厢街道作为老城区，目前辖区内共
有170个网格，专职网格员170人，具有
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这也意味着对网

格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会上，对今后的网格工作进行了部

署。要聚焦为民服务，织密织细网格管理
的“毛细血管”；要聚焦目标任务，扛起担
起网格管理的“责任大旗”；要聚焦网格事
件，做深做实网格管理的“民心工程”。

开展全方位、扁平化、联动式网格化
管理是我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举
措，城厢街道作为主城区，更是责无旁贷、
义不容辞，要把网格工作做深做实做细。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近日，楼塔镇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党建知识竞赛活动。

此次知识竞赛以闭卷考试形式进行，

来自全镇各村（社区）党组织、机关企事业
单位党组织150人参加比赛。经过认真
批改，楼塔镇机关区域发展办支部金培锋
和仙岩社区党总支分获个人和团体赛一
等奖。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旭

本报讯 日前，红山农场召开“四个平
台”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区域范围内统一
地址库建设工作。要求与会人员按照上
级要求积极开展工作，确保按期保质完成
统一地址库建设各项目标任务。

据了解，统一地址库建设是加快推进
杭州市区域范围内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举措，也是破解地址行业标准互不兼
容、社会治理数据聚合难、地址管理实时
更新难等社会治理智能化三大难题的基
本方法，目的是为了让每一栋房屋都有

“身份证”，精心打造“智能塔基”，为实现
“一键可知”，做到“心中有数”提供支撑，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服务管理
效能。

■首席记者 王慧青 实习生 魏乐钇
通讯员 冯佳程

本报讯 哑光金色车身，单边双开
门设置，日前，记者在信息港小镇看见
一辆5G自动驾驶微公交，外形与十座
小型公交车相似，但其全身布满了传感
器。据介绍，这辆车是全国首款在城市
开放道路混杂交通下通过测试的5G自
动驾驶微公交量产车。“量产”即意味
着，5G自动驾驶微公交已从蓝图变成了
现实，并且有十足把握让车辆在城市道
路中跑起来。目前，已有多个城市的政
府部门主动联系洽谈，博信智联将通过
以销定产的形式开展量产制造。

落户萧山半年时间，博信智联为何
能先人一步，实现量产？“突破了面对复
杂路况下，自动驾驶车100毫秒内即可
作出反应的技术瓶颈。”博信智能总裁
商文柱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这相较
正常人300—400毫秒的反应时间，极
大地提升了驾驶的安全性。

安全驾驶难题迎刃而解的背后，离
不开由5G连接下的“车—路—网—云”

协同生态运作系统。“与传统单车人工
智能自动驾驶汽车相比，我们的5G自
动驾驶微公交更像一个智能联动生态
圈，借由车路协同智能系统和云控智慧
系统一体，可以极大提升自动驾驶的安
全能力。”商文柱说，通过车里、路边和
云上的多种传感和计算平台的融合，可
以实现智能驾驶车辆百毫秒级的信息
更新、公里级的视野和厘米级的定位。

如此一来，自动驾驶车既能“眼观
六路”，识别200米的行人、机动车辆等
障碍物；还可以通过车路云协同智能系
统“耳听八方”，掌控公里级范围的道路
信息，从而综合作出避障、变道、减速、
刹车等合理而安全的快速反应，保障交
通安全。同时，在遇到堵车、交通事故、
极端天气等复杂情况，云端指挥系统还
会参与处理，给出车辆最优行驶线路，
充分提升交通效率。

作为中国通信领域领军企业，博信
智联在行业已深耕十余年，拥有IT、CT
和OT等技术优势。5G时代的来临，让
软技术找到了“硬着陆”。从北京中关
村来到萧山信息港小镇，商文柱坦言，

有一种“萧山一个月，中关村一年”的惊
喜感。较北京而言，萧山拥有广阔的空
间，在离小镇不远的地方，政府为其开
辟了一条5G测试封闭道路，试验场地
的搭建让技术应用有了迭代试错，加速
推动了车辆量产，更为重要的是，萧山
有美好的商用前景，2022年亚运会让
5G自动驾驶微公交有了先行先试的推
广意义。

5月底，博信智联已成为杭州首批5
家通过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的企业，
此次量产后，5G自动驾驶微公交正式

“上路”的脚步将越来越近。预计在近
期，萧山将开辟三条沿地铁的城市道路
作为5G自动驾驶微公交的“试验场”。
一旦5G自动驾驶微公交“跑起来”，将
进一步重构萧山公共交通微循环，有效
提升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乘车体
验，为老百姓带去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红山推进统一地址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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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瑾熠 通讯员 张帆

白墙黑瓦，溪水潺潺。进化镇欢潭
村地处萧山南部，因南宋岳飞行军至
此，饮潭水而欢而得名，是萧山历史的
一个缩影，如今，欢潭村深挖“忠、义、
和、本、清”新五义精神，打造“村美、民
富、业兴、人和”的美丽乡村升级版。

“五义”精神有了新内涵

欢潭历来有“义学、义仓、义诊、义
渡、义葬”之“五义”精神，并为后世所
传颂。如谁家无米下锅，邻家即主动施
以援手，共度饥荒；有人交不起学费，村
人便予以捐助；若病人缺钱买不起药，
药店就少收药钱甚至免费；有老人过
世，村人则捐钱相助办好后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欢潭人在
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升华了“忠、
义、和、本、清”新五义精神，借此来表达

“精忠报国、五义之乡、敦亲睦族、君子
务本、廉洁自律”的价值观，要求欢潭人
以忠字当头，以和为贵，求真务本，为人
处世像溪水一样清澈澄明，为美丽乡村
新风尚的培育树立了典范。

结合这一文化内涵，欢潭村加快文
化展示工作，利用现有的老洋房建设村
史馆和进化乡贤馆，展示“五义”文化、
名人文化；利用岳庙开展岳飞文化展
示，讲述岳飞与欢潭、与萧山的渊源，打
造新的“忠”文化精神。同时，以新“五
义”精神为切入口，欢潭村借鉴“五和众
联”乡村治理模式，拟定了“五义”村民
守则、操作通则和积分细则，依托“五
义”家园社会组织，积极培育义仓、义
学、义渡、义诊、义养等5支服务队，并和
萧山老年病医院达成共建协议，设立每
月义诊日，为村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建设老年食堂，推进居家养老服务；依
托二桥书屋，打造悦读益站等，让“五义
之乡”焕发新的活力与光芒。

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村

欢潭村位于浦阳江畔，风景秀丽、
民风淳朴，更有千年的文化底蕴。但就
是这样一个村庄，早在前几年，还是毫
无发展头绪，村级集体经济、村民收入
和其他兄弟村庄相比，排位并不理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机就
发生在这两年间。欢潭村借着“旅游南

进”等东风，预计投入1.98亿元，大力整
治村庄环境，打造美丽乡村示范村，打
开了乡村旅游的大门。

“近年来，千年古村欢潭美丽乡村
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这其中包
括两个过程，即从一个穷村到历史文化
村，从历史文化村到美丽乡村示范村的
过程。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结合自身实
际，我们邀请中国美院对重点内容及未
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合理规
划。”据欢潭村负责人介绍，融合省级历
史文化保护村和市“杭派民居”示范点
的创建要求，目前欢潭核心景区正如火
如荼地抓紧建设中，现已完成乡村旅游
生态停车场、樟园、岳飞纪念馆、古水系
综合整治、古戏台修缮、旅游配套公厕
工程等14个项目的建设，计划美丽乡村
的核心区将于9月底基本完工。

届时，欢潭古建筑将重现往昔风
华，而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也将
成为旅客们争相打卡的休闲之地。

萧企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