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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交规 行千里

2020年春运从1月10日开始，2月
18日结束，共计40天。春运期间人流、
物流出行密集，交通安全至关重要。借
用一句耳熟能详的交通安全提示：“道路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放在春运交通安
全中再合适不过了。

春运前期，萧山交警加强源头管理，
督促参加春运的未检、问题车辆及时整
改到位，组织春运重点驾驶人开展安全
教育培训；会同交通公路部门对辖区道
路进行交通安全检查。

春运期间，萧山交警将加大路面的
管控力度，“零容忍”查处交通违法。特
别是对大中型客运车辆、危化品车辆进

行重点检查，对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
驶以及酒后驾驶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点
查处。此外，交警还在104国道明华收
费站设立了24小时检查点，对过往的大
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加大检查力度和交
通安全提醒，全力确保路面行车秩序及
安全。

春运期间，不少归心似箭的返乡人
正在赶回家的路上，而和家人团聚的最
大前提，就是平安、健康。然而，由于春
运期间，道路拥堵，长途跋涉，旅途辛劳
等原因，导致交通事故频发。据悉，春运
期间，节前为交通事故高发期，节中交通
事故下降，节后逐步回到常态。为保证

大家平安到家，除了交警部门的大力保
障，我们自身也要注意抵制疲劳驾驶。
去年春运期间，G15沈海高速的台州方向
奉化服务区，一辆绿色SUV逆行上高速，
刮擦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调头驶
离，险些造成伤亡。事后调查得知，该车
的两名驾驶员是小两口，因长途驾驶，稀
里糊涂地从高速服务区的减速匝道逆行
上了高速公路。

所以，在旅途中停下来能小憩一会
儿，当然是再好不过的；或者找好代班驾
驶员，轮流驾驶；勤开车窗，或开启外循
环，防止头脑缺氧；准备一条湿毛巾或湿
纸巾，觉得有点累的时候，擦擦脸跟脖子

缓解疲劳。
长途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安全。

前年此时，G15沈海高速跨海大桥南连接
线1430KM附近，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第
一车道内换胎，仅在车辆后方约5米处放
了一块三角警示牌和一个箩筐。此路段
是坡顶，车流量较大，车速普遍较快。后
方来车一辆接一辆紧急踩刹车，一时间
险象环生。高速交警发现险情后，立即
第一时间将司机转移到了应急车道上，
并且做好了警示措施。这名司机也因未
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被处以罚款200元、
记3分。交警借此提醒市民，自驾上路前
请检查车况，尤其是轮胎、刹车、雨刮器

等，确保无误后再上高速。
此外，春运出行还需注意的地方有：

超速超员危害多，做到安全文明驾驶；关
注天气，恶劣天气不着急出行；路遇轻微
事故不要占据道路，学会快速处理；高速
遇到拥堵，再慢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春运道路千万条 安全永远第一条

店铺招租
现位于萧然南路228（面

积约22m2）；西河路69号 2
楼半间（约11m2）、79号2楼
1 间（约 22m2）、180-3（约
60m2）；百尺溇路 132（约
23m2）、102（约 29m2）、88-
90（约 100m2）；蔡家弄 13
（约54m2）、5-7（约50m2）；
市心南路60-62（约259m2）

面向社会公开招租，报名时
间：2020年1月14日 -2020
年1月20日。联系人楼女士
57573909。

杭州萧山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
限责任公司瓜沥分公司食品
生产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SC10133010900140，声
明作废。

●遗失冯长清浙江省医疗机
构住院收费收据（351），号码：
1656551961、1656485394、
1755172985，及 浙 江 省 医
疗 门诊收费票据，票号：
2825240916、2825240917、
2825240935、2825240953、
2825240954、2825240960、
2825240967、2828957189、
2828897178、2829899067、
3130531912、2830067355、
2831583969、3133764442、
3133764501、3134760374、
3134760399、3136433093、

3137604320、3142274789、
3438135178、3438017586、
3438135147、3133812082、
3130531900、2831676545、
2830018514，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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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

受委托，定于2020年1月22日14∶30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市心中路1069号）4楼404会议室举行拍卖
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萧然西路安防体验中心配套用房5年租
赁权，建筑面积约902.4㎡，首年租金起拍价31.6万元，参拍保证
金10万元。

注：标的无权证，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如拆迁、征用等）均
由买受人自行承担，租赁期内标的用途仅限办公，须符合国家政
策、地方法规、环评要求及工商领证条件，禁止用于危险物品的
仓储，禁止擅自转让。标的面积仅供参考，均以房屋现状为准。
委托方对标的有业态限止权，租赁期限为5年，租赁合同1年一
签，租金每年递增3%。租金1年一付，先付后用。

二、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无严
重失信记录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均可参与竞买。

三、展示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2020年1月19日前接受咨
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有竞买意向者向
（户名：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账号：19005801040012557；开
户行：农行杭州吴山支行）缴纳竞买保证金，须在2020年1月21
日15时前到达账户（不计息）。

四、报名手续：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
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2020年1月20日、21日（9∶00-15∶30）
六、报名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59号清波商厦E-305室
咨询电话：1586811155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招标编号：CQPM-20200104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因杭州信息港六期北区块项目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

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道路的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
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自2020年1月18日0时起至2021年9月15日24时止，对金
二路（建设二路至建设三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届时禁止一切车辆、
行人通行。过往车辆请提前从金鸡路、金一路等周边道路绕行。

二、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作调整的，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将另行发布通告。请广大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自觉
遵守本通告规定，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20年1月14日

关于金二路（建设二路至建设三路段）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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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4日
晚潮时间
15:03
15:19
17:08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1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 仅供参考。

1月15日
早潮时间
03:10
03:27
05:16

高潮位
(米)
4.70
4.60
4.50

1 月 15 日 8∶30-14∶30 停二王 C251 线 30/
A22#杆二王C251线明捷机械分线开关：萧山区所
前镇三泉王村一带、杭州古伽船舶科技。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哨兵食品（杭州）有限公司拟在萧山经济技术
开发区桥南区块建设杭州湾生命科学园项目，项
目南至春潮路，北至红旗河与鸿达路，东西两侧为
相邻工业用地。现将设计总平面图、主要立面图
及鸟瞰图予以公示。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http://gtj.hangzhou.gov.cn）,
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楼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 2020 年 1 月 14日至 2020 年
1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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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15958105666
联系人：汤小姐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0年1月14日

建
设
项
目
公
示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萧山首次物业服务项目检查覆盖287个小区
处罚4家 表彰16家

■记者 汪梦悦 实习生倪颖
通讯员 陈菲丽

本报讯 日前，2019年萧山区“文
明美丽小区”评定结果公布，宁围街道
14个小区荣获“文明美丽小区”称号，
验收通过率居全区第一。

此次评选经区文明办与区推进美
丽萧山行动领导小组办实地测评验
收，通过现场查看等方式，重点就整体
环境、堆积物清理、垃圾分类、公益广

告氛围等方面进行打分。
近年来，宁围全力推进“美丽宁围”

建设，扎实开展环境固定整治日制度建
设、楼道堆积物清理专项行动等工作，积
极做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迎检工
作，实现环境卫生整治常态化、长效化。

据统计，今年街道累计发动党员、志
愿者50000多人次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和
楼道堆积物清理行动，共清理堆积物约
7800余吨、清除牛皮癣24700余处，使
街道整体环境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

宁围“文明美丽小区”验收通过率全区第一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田何兴

本报讯 日前，区交通运输局、区
交警大队、区财政局、区公路管理处等
单位有关代表组成竣工验收小组，对
进化镇28条共计30.734公里的“四好
农村路”项目进行综合验收。

进化镇按照区“四好农村路”建设
项目下达的建设计划，投入资金1700
万元，对辖区内28条村道、30.734公
里进行改造提升，主要包括路面维修、

道路拓宽或增设错车道等。截至目
前，项目建设已全部完成。

验收代表对东山—太平桥连接
线、白曹线—慈姑裘村、沈家埭—塘湄
线、墅上王—沈家渡等道路开展现场
外业验收，并核查了程序性审批文件、
施工合同、质量评定以及实施前后对
比图片影像等管理资料。经过综合评
定，进化镇高水平建设“四好农村路”
建设计划内的28个项目评为合格工
程，顺利通过区级综合验收。

进化28条“四好农村路”通过区级验收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 全区扬尘防控工作会议
以后，新街马上召开党委班子会议，对
新街的扬尘污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针对街道在建项目多、涉及面广、扬尘
防控形势严峻的实际，拟定防控方案，
全力推进防控工作，打赢蓝天保卫战。

新街街道按照“属地为主、部门监
管、整体联动、综合治理”的原则，明确
建设单位对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工
作负总责、施工单位对建筑施工现场
扬尘治理负主体责任。对街道内的17
个施工工地做到：工地围挡标准化、进
出道路全硬化、冲洗平台自动化、降尘
处理喷淋化、裸露土地覆盖化的要求，
加强扬尘源头控制。街道城建办对所
有拆迁区块泥土裸露的全部盖上防尘

网。街道农办积极动员街道广大苗农
见缝插绿，种植苗木，减少扬尘。

新街还组建了扬尘管控办，对街
道内的建筑（道路）施工、拆迁工地，实
施“5+2”“白+黑”督查措施。通过多
时段、多频次、日夜不间断的巡查暗
访，倒逼涉气领域（企业）不断落实整
改措施。

新街扬尘保卫战打响后，得到了
街道企业和群众的全力支持。前不
久，浙江(中国)花木城开发有限公司无
偿向街道捐赠了一辆价值80万元的
多功能抑尘车，为新街降尘助了“一臂
之力”。街道还在集镇主要地段安装
大气质量检测器，随时掌握新街的大
气质量。一段时间以来，新街的群众
明显感受到了改变——扬尘得到了有
效控制，大气质量有所改善。

新街多措并举打好蓝天保卫战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陈亮

本报讯 我区首次全区性物业服务项
目检查有了结果：在历时5个月的专项检
查中，共计21个镇街的109个社区、287个
有物业服务的小区接受检查，发现1383条
问题。其中4家物业企业因未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受到处罚，16家
先进物业服务企业受到表彰。

所有物业纳入检查范围

记者从区住建局了解到，自去年7月
起，我区开展了首次全区性的物业服务项
目检查工作，检查全区所有委托物业服务
企业管理的物业服务项目。

此次检查共分为自查阶段、联合检查
阶段和复查整改阶段。在检查中，区住建
局会同镇街（平台）、社区、物业服务企业建
设促进会，政府与民间组织协作，组成10
个联合检查组，对物业项目进行检查。检

查重点主要为五个方面：政府目前主要在
抓的重点工作（小区服务队，垃圾分类、楼
道堆积物）、小区安全工作（消防和电梯）、
信访集中小区、经营性收入公示情况和新
老物业交接的小区。

消控问题最受关注

“许多物业存在的问题很具有代表性，
如物业合同未备案、消控室无证上岗、消控
主机瘫痪、楼道无灭火器、档案资料不全、
无经营性收支表及公示照片、飞线充电、园
区机动车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这是检查
中出现较多的问题。”上述负责人表示，已
经对需要整改的物业服务项目发送书面通
知，督促其尽快整改。

在复查整改阶段，各物业服务企业都
在按照要求进行整改，联合检查组也对需
要整改的物业服务项目进行复查、处罚扣
分。目前，283个小区的1371条问题整改
完成或者开始整改申报流程。

“前段时间开始，小区环境干净了很
多，物业服务的积极性变高了，检查的频率
也增多了。”家住名门世家的徐先生对物业
近期的改变感到很高兴。

4家物业企业受到处罚

浙江博仕物业公司萧山分公司、杭州
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杭州
绿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铭德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等4家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
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物业企业受到扣分处
罚。

“对于再不整改、情节特别严重的物业
企业，将上报给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
理局和浙江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信息管理
平台，计入不良信息库，列入黑名单。”区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我区物业综合
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该项年度检查
考核工作今后将每年持续开展下去。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包响亮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萧山港航处了
解到，2019年度萧山港区完成港口吞吐量
826.50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幅达43.03%。
其中，辖区进港量为 622.25 万吨，增长
20.12%，出港量为 204.25 万吨，增幅达
241.3%。

目前，我区航道总里程达 796.83 公
里，由钱塘江水系、萧绍内河水系、沙地航
道组成的水运路网基本形成。

一艘普通货船运量相当于17辆货车

800多万吨货物是什么概念？据测
算，需要1.6万艘500吨货物的船只共同
运输，如果这 800万吨货物全部由公路
运输，则需要27万辆载重30吨的货车来
运输。

由于水路运输具有运力大、能耗小的
优势，一直以来我区的大宗货物运输主要
通过水路进出。且近年来，我区对公路实
行超载与超限运输整治，货车实行超限超
载检测，工业企业弃陆走水的运输模式正

在形成，推动大宗货物“公转水”运输。
2019年是我区城市建设的攻坚年，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我区矿建材料水
运量达651.16万吨，较去年增长26.04%。
同时随着城市建设，各地铁、隧道、场馆的
持续开工建设，泥浆渣土的运输量将会有
较大增幅，预计2020年度萧山港区的渣土
吞吐量将进一步增大。

与此同时，我区也从政策上加大对保
障城市生产生活需要运输物资的扶持力
度。“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对集装箱运输的扶
持力度。”区港航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
1艘集装箱船可一次性运载36个集装箱，
相当于 2艘普通货船的运量，且更加环
保。“我们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内河集装箱运
输船舶免征费用，并优先过闸。”

打造高效、绿色码头

萧山港区目前只拥有杭甬运河、浦阳
江这两条能通500吨级船舶的四级航道，
在先天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我区积极引导
码头转型升级，提高港口码头效率，增强水
路运输能力。

记者来到泓纬有限公司渣土中转码
头，作业区一片繁忙。这个以现代化和绿
色为亮点的城市渣土转运码头，是萧山区
唯一一个渣土自备码头，分担了萧山区大
部分的渣土运输任务。自2019年6月投
入使用后，实现渣土出口量45.04万吨。
码头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这个码头是一
个黄沙码头，一年的吞吐量在15万吨左
右。近几年来，伴随着城市泥浆渣土的运
输量大增，因此对码头进行了整体技术改
造，将原有码头2#、3#泊位改造为2个300
吨级渣土泊位，预计今年该码头渣土吞吐
量突破100万吨。

不仅仅是货物运输上提高效率，萧山
港口积极打造“绿色码头”。如今，在萧山
各个港口码头，随处可见环保装置：在码头
四周安装了水雾喷淋装置，减少了扬尘污
染；场内工程车自动清洗装置，几分钟内运
土车从进码头卸车，到空车清洗出场；码头
智能电桩，减少柴油燃烧和废气排放。

未来，萧山港区将继续进行航运结构
调整，进而发挥水运综合优势，推进绿色循
环低碳经济发展，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2019年我区港口吞吐量增幅超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