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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2 月 4 日 9∶00- 17∶

00 停南兴 A804 线南兴村
12#变：萧山区南阳街道南兴
村一带；10∶00-14∶00停仁
德A342线安澜桥村7#变：
萧山区靖江街道安澜桥村一
带；10∶00- 17∶30 停团结
A471 线 40/07/02#杆浩合
螺栓令克：萧山区党湾杭州
浩合螺栓一带；10∶00-17∶

30 停团结 A471 线 40/07/
03#杆飞宝传动令克：萧山区
党湾杭州飞宝传动科技一
带；10∶00- 17∶30 停团结
A471 线 40/07/02#杆全军
纺织令克：萧山区党湾杭州
全军纺织一带；8∶00-16∶00
停博杰A151线大池娄村3#
变：萧山区瓜沥镇大池娄村2
组一带；8∶45-12∶45停下颜
A353线46#杆（下颜A3538
开关）-76#杆（下颜A3539
开关）：萧山进化镇人民政府

等一带；8∶30-17∶30停大通
C215线塘里陈社区2#变综
合柜低压A路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新塘街道塘里陈
社区一带；8∶30-16∶30停霞
江C227 线霞江村 20#变综
合柜低压母线闸刀开关及分
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霞
江村一带；8∶30-16∶30停霞
江C227 线霞江村 14#变综
合柜低压母线闸刀开关及分
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霞
江村一带；8∶30-16∶30停金

湖A442线缪家村6#变综合
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
支闸刀：萧山区所前镇缪家
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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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 月11日上午10时在萧山区金城路471号
帝凯大厦1-1-801室举行拍卖会。

一、标的及起拍价：报废物品包括空调、厨房设备、家
具（床、椅子、床单）等一批（具体现场实物为准），整体起
拍价26400元，保证金20000元。采用投标拍卖方式
（又称密封式拍卖）。竞买人资格：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的废旧物资回收公司；保证金须由竞买人公司名义缴纳，
缴纳方式：电汇。书面报价表须在报名时填写并密封交
至本公司（截止2019年12月10日16时）。

二、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19年12月10日15时止
接受咨询。标的展示在现场看样时间（2019年12月9-10

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4：00），联系人及方式：
王涛 83712009。有意者于2019年12月10日15时前向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交纳保证金（开户行：浙江萧山
农商银行城厢支行 账号：201000011229248），凭有效
证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保证金（不计息）在2019年12月
10日15时前到达账户。

三、联系方式及地址：82816862、82729929，萧山区
金城路471号帝凯大厦1-1-801室，详情网址：www.
hzxrpm.com。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 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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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申购对象

叶永花

申购对象
家庭成员

申购面积
（m2）

80

其中优惠
申购面积（m2）

30

临江街道农场无房户安居房申购名单公示
现将临江街道农场无房户安居房申购叶永花户申

购户名单予以公示。详见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萧山日
报。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临江街道农场
安居房申购工作小组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
倡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123311 时间：上午8:30——下午4:30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临江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3日

便民热线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2月4日 9∶00-17∶00停蓬园村2#变低压闸刀
要：钱塘新区义蓬街道蓬园村一带；9∶00-17∶00停
10kV河建0349线22#杆开关、10kV河建0349线
54#杆开关、10kV河建0349线52/01#杆2626开关：
钱塘新区河庄街道新和村、河庄安置小区地块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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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日
晚潮时间

17:00

17:16

19:00

危险

高潮位
(米)

4.40

4.30

4.0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4日
早潮时间

05:20

05:36

07:25

高潮位
(米)

4.00

3.90

3.85

因鸿宁路立交引道整治工程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
九条之规定，将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道路的交通组织措
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交通组织措施调整自2019年12月8日0时起至
2020年12月8日24时结束。

二、上述时间内，交通组织措施作如下调整：
（一）鸿宁路（飞虹路至盈新路段）北半幅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人行道实施围挡封闭施工。
（二）鸿宁路（飞虹路至盈新路段）南半幅机动车道从

由西向东的单向3车道通行调整为东西双向2车道通行；
同时，该路段南半幅由西向东的非机动车道调整为由西向
东的机动车道（限高2.8米）。

（三）非机动车和行人在施工区预留通道内通行。
（四）飞虹路（鸿宁路至盈丰街段）限高2.8米，禁止超

高车辆通行。
（五）飞虹路鸿宁路口实施交通设施隔离，禁止机动车

沿飞虹路南北双向穿越鸿宁路直行或者左转弯，禁止机动
车沿鸿宁路东西双向穿越飞虹路左转弯。

（六）鸿宁路沿线盈一佳苑小区北门出入口实施封闭，
禁止通行。

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作调整的，另行发
布通告。

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本通告的有关规定，按照
现场交通标志标线通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杭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2019年12月2日

关于鸿宁路立交引道整治工程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于2019年12月11日

上午10点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义盛供销社所属的南阳东风加
油站5年经营权（2020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前期改造
投入等费用80万元须买受人承担；竞买人资格限于萧山供销系统
内有石油经营资质的企业法人和本加油站前3轮租赁过程中经营、
管理、信用、安全、环保等方面合作较好的个人经营者（以委托方界
定为准）；起拍价20万元/年（按拍卖成交价1年一付，先付后用），拍
卖保证金5万元，请汇入（开户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报名时间：
12月9、10日（竞买人随带相关证照资料和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
证）；报名地址：萧山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标的物现场展示，具体
事宜详见本次拍卖会的相关拍卖文件。

联系电话：82658711 标的看样：徐先生82151171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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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城区上湘湖单元XSCQ33-7-1地块等（原闻堰区块重点地区C3-7地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论证范围北至

湘滨路，东至工农兵路，南侧长山河绿化带，西侧至规划支路（沿山孔路），总建设用地面积合计6.91公顷（约合104亩）。

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原规划指标

拟调整指标

地块编号
XSCQ33-7
XSCQ33-6
XSCQ33-8

XSCQ33-7-1
XSCQ33-7-2
XSCQ33-7-3
XSCQ33-7-4
XSCQ33-7-5
XSCQ33-6-1
XSCQ33-6-2
XSCQ33-6-3
XSCQ33-8-1
XSCQ33-8-2

用地性质
A35/B29

G2
G1

M1(创)
M1(创)
M1(创)
M1(创)
A35/B29

G2
G1
G2
G1
G1

性质名称
科研兼容其他商务用地

防护绿地
公园绿地

创新型产业用地
创新型产业用地
创新型产业用地
创新型产业用地

科研兼容其他商务用地
防护绿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

用地面积（公顷）
11.25
0.82
1.36
1.20
1.67
2.11
1.93
3.80
0.21
0.27
0.36
0.45
0.88

容积率
1.8
——
——
2.5
2.5
2.5
2.5
1.8
——
——
——
——
——

建筑高度(m)
≤24
——
——
≤50
≤50
≤40
≤40
≤24
——
——
——
——
——

建筑密度(%)
≤40
——
——
≤50
≤50
≤50
≤50
≤40
——
——
——
——
——

绿地率(%)
≥30
——
——
≥15
≥15
≥15
≥15
≥30
——
——
——
——
——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 12月 3日至

2019年12月12日在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东大厅、闻堰

街道办事处宣传栏、山河村村委宣传栏、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12月

12日前来电或书面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

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3982326

地址：萧山区规划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395025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gtj.hangzhou.gov.

cn（注：如有对公示内容不清楚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12月2日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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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当天无偿献血

生日当天下午，赵程烽早早地来到
了萧山中心血库。登记、体检、化验，各
项检查都合格后，献血就开始了。随着
手中的红色小球一捏一松，赵程烽手臂
的静脉血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献血袋。

见身边有人第一次献血，神情有些
紧张，赵程烽用自己三次献血的亲身感
受安慰道：“不用紧张，放轻松，献血一
点也不可怕。”虽然两人并不相识，听了
赵程烽的话后，对方的紧张感渐渐被打
消。两人一边献血，一边聊起了天。献
血完毕，赵程烽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
笑容。

这是赵程烽第三次献血。第一
次，是他在部队当兵的时候。虽然当
时年纪小，但听说要组织士兵献血，就
主动报了名。去年，他经常在朋友圈
看到一些献爱心的新闻，觉得自己也
应该为社会献点爱心，于是就有了第
二次无偿献血。

赵程烽说，无偿献血是一件服务于
社会的好事，以后会继续坚持做，同时，
还会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无偿献血，让更
多人了解并加入无偿献血的志愿者队
伍中。

全心投入社区工作

2011年入伍，2013年退伍的赵程
烽，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社区工
作者。

退伍后，赵程烽先后在物业公司当
过物业主管和环境主管。也是在实际
的工作中，他体会到了知识和学历的重
要。去年11月，他经过认真刻苦的准
备，如愿考上了社区工作者。今年他还
参加了成人高考，准备再努力一把，拿
出本科文凭。

作为一名新社工，赵程烽踏实肯
干，给同事和居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赵程烽目前主要负责社区综治线，平时
走访店铺、出租房，每月检查楼道消防
设备，到楼道张贴消防安全海报，调解
处理居民纠纷等，虽然这些事情都比较
琐碎，但赵程烽却能做得细致踏实。

今年3月，南市花园有一户人家进
行装修，不慎影响到楼下住户，家里出
现了楼板震裂、卫生间漏水、热水器损
坏等情况。起先两户人家自己进行协
商，但涉及赔偿金额有分歧，两户人家
一直没有谈拢。随后，楼下的业主向社
区求助。

接到住户的求助电话后，赵程烽和
同事上门进行实地查看，并进行多次调
解，耐心细致地做两户人家的思想工
作。谈的时候好好的，具体执行的时候
又变了卦。在历时半年后，赵程烽和同
事上门调解了七八次，两户人家终于达
成赔偿协议。

自去年入职后，赵程烽便爱上了这
份工作。之前物业工作的经历，也让他
对社区工作驾轻就熟。“能为居民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
意义。”赵程烽这样告诉记者。

献血庆生 这位“90后”社工很赞
上周五，是萧山小伙子赵程烽26岁的生日。他专

程跑去萧山中心血库献了200毫升血，用献爱心的方式
为自己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城事看点

■文/摄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赵璐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谢羽婷

本报讯 近日，钱江社区邀请区红十
字会老师华山举行应急救护培训，吸引了
70多位居民参加。

在培训活动中，华老师详细介绍了红
十字会救护员的主要工作和基本任务，并
强调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一定要保持冷
静，沉着救护。随后华老师针对急救注意
事项、医疗保障经验、应急救援设备使用
等方面进行专业、细致的讲解，并结合视
频、文字等系统的培训操作指导，使居民

们有效掌握了应急救护知识。
活动现场，华老师亲自示范如何在抢

救的黄金4分钟内给生命垂危的人做心
肺复苏，排除气道异物梗阻。许多居民都
亲身体验了心肺复苏、人工呼吸的基本动
作，并很快掌握了基本方法，现场氛围非
常活跃。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培训会的顺利
开展，使社区居民掌握了对意外情况的判
断知识与正确急救措施，并且学到了不少
救护知识，面对紧急情况，不能紧张，利用
所学，自救并帮助他人。

钱江社区开展应急救护培训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陈霏斐

本报讯 “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分享
会，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很珍惜大家在一
起的时间”，近日，广德社区运行一年的公
益创投“银色港湾”关爱空巢独居老人项
目接近尾声，台上的曹寿恩师傅向在场的
老朋友和新朋友们敞开心扉，聊起了自己
参加活动的感受。

现场还进行了全年活动的成果展
示。通过“回忆视频”，一个个活动片段让
大家记忆涌现，再次重温这一年来的相知
相融。几位老人上台讲述了自己这一年

来的感想，除了感谢，还有对于未来美好
生活的期盼。“我希望明年项目还能继续，
还可以看到熟悉的面孔，祝愿大家都能身
体健康！”

据了解，“银色港湾”项目启动以来，
共计开展“群医暖心”“抖音手指操”“渐觉
风光好”“秘密花园”“光与影的交流”“湘
湖毅行”等多次主题活动，服务人数482
人次；并建立了书法和唱歌兴趣小组，形
成有效沟通的良好团体。通过一年的活
动，大大拓宽了空巢独居老人的交际网，
有效缓解了他们的孤独，让大家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广德社区开展“银色港湾”分享会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蔚鲁燕

本报讯 为增强居民保健意识，东阳
桥社区联合秋英为老服务中心邀请湘湖
颐养中心康乐医院的唐维亮医生开展冬
季养生保健讲座。

进入冬天，人体阳气不足，唐医生从
冬季气候的特点出发深入浅出地讲述了
冬至固本养生的相关知识，教授居民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为身体补充阳气，并详
细讲述了冬季饮食应注意的问题：如何
保持良好的心态、睡眠及科学泡脚等健
康保健知识。

活动中居民们不仅认真仔细地听讲，
还提出了很多问题与医生进行探讨，现场
氛围热烈。陈大妈说：“通过唐医生的讲
解，懂得了许多健康知识，也纠正了自己
多年来不良的生活习惯。”

东阳桥社区开展冬季健康讲座
赵程烽在献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