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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农 美丽池塘从“共治”到“共享”

美丽萧山

工业厂房出租
现有新塘五联村工业厂房

出租，面积1320平方米，层高
12米，配有10吨衡车，联系电
话：15067167883，价格面议。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5日 8∶30-16∶30
停广电C114 线高小开G15
南市分线：城厢街道萧山污
水处理、高桥小学及其周边
一带；8∶45-12∶45 停博杰
A151线 55/02#杆福达分线
开关：瓜沥镇大池娄村及福
达精细油品、陈氏金属软管
一带；7∶30-17∶30 停荣新
C791线荣新村10#变：瓜沥
镇（坎山片）荣新行政村新农
村、人民路东一带。

1 月 6日 8∶35-14∶05
停安置A698线於家开G12

二院分线：瓜沥镇任家娄、於
家娄、人民路、东灵南路、航
民小城家园、航民安置区、恒
安公寓及明华置业、萧山区
任伯年小学、瓜沥镇人民政
府、杭州肯德基、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杭州市萧山区分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
杭州市烟草公司萧山分公
司、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萧
山区第八高级中学一带。

1 月 7日 8∶30-16∶30
停人民C417线二棉分支开
G12牛角湾公寓：北干街道
牛脚湾公寓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众安C108线
燕子开（自）G17燕国C1081
线-红利开G17国红C1083
线（育才开G11国育C1082
线）：城厢街道盛元物业服
务、浙江萧山新华书店、高运
物业服务及其周边一带；9∶
30-10∶30停惠二A126线变
电所间隔开关：北干街道蓝
爵国际、金地德圣中心及其
周边一带；8∶30-9∶30停越
三A006 线江南国际城 11#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江南国际城及其周边一
带 ；9∶30- 10∶30 停 越 四
A019线江南国际城12#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江
南国际城及其周边一带；13∶
30-14∶30停湘五C523线新
白马公寓1#公变低压出线开
关：北干街道新白马公寓及
其周边一带；14∶30-15∶30
停湘五C523线新白马公寓
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
道新白马公寓及其周边一带；
15∶30-16∶30 停通一C775
线中誉现代城10#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北干街道中誉现代
城及其周边一带；8∶30-14∶
00停浦岩A528线93#杆（浦
岩A5284开关）：进化镇欢潭
行政村、波欣工程机械、光驰
通信技术、佳航实业、久阳塑
胶管业、巨恒化工设备、凯西
雅机械、鹏航机械制造、田氏
机械、万润机械、萧山欢潭机
械密封件厂、萧山污水处理、
信宝格电气、科炬实业、润田
科技、数通实业、中国人民解

放军61085 部队等一带；8∶
45-12∶45 停东源 A336 线
34#杆靖东村分线开关：靖江
街道靖东村及靖江靖东村化
纤纺织厂一带；9∶00-16∶55
停华瑞A086线21#杆航坞B
区2#开关：瓜沥镇航坞B区
一带；9∶00-16∶55 停华瑞
A086 线 20#杆航坞 B区 1#
开关：瓜沥镇航坞B区一带；
9∶00-16∶55停华瑞A086线
15#杆航民村5#变开关：瓜沥
镇航民村一带；9∶00-16∶55
停华瑞A086 线 19#杆地税
令克：瓜沥镇萧山地方税务
局瓜沥税务分局一带。

●遗失铁路公房租户周东
兰，承租萧山临浦火车站弄
26号租赁证，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商业城集美
美容美发用品商行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33012319720
43027121B，声明作废。

启 事

房产信息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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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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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热线82656789

专科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会计、金融管理、工商企业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方向）、社会工作、药学、安
全技术与管理；

本科专业：法学、药学、会计学、金融学、保险学、财政
学、传播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安
全工程、社会工作、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等。

详细地址：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216号杭州电大
湘湖分院（萧山人才市场对面）

咨 询 电 话 ：82665719 82886532 18167186218
QQ：88165011

学校网址：www.hzrtvu.edu.cn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杭州学习中心（萧山）
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杭州学习中心（萧山）本、专科招生

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实施意见》（萧政发[2015]38号）、《萧山区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操作办法》（萧低开办[2015]1号）的有关
规定和《2018年第三次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联席会议纪
要》（萧低开办纪〔2018〕2号）的有关精神，浙江联达化纤
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已经区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联席会议联审通过，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再开发方案基本情况：
浙江联达化纤有限公司再开发地块位于南阳街道（北

至浙江联达化纤有限公司现有厂区，东至现状农居，西侧、
南侧毗邻工业企业），土地证号为杭萧国用（2008）第
0400023号和杭萧国用（2009）第0400045号，原地块总
面积为55928平方米（计83.89亩），批准用途为工业用
地。地块拟由企业实行自主开发，总面积为42090平方米
（计63.14亩），由两部分组成：地块一为浙江联达化纤有
限公司用地，面积40715平方米（计61.07亩）；地块二为
企业原代征用地，面积1375平方米（计2.06亩）。再开发
地块土地用途为商业商务用地，具体再开发面积及地块控
制指标以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为准，其

中，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70%自持，30%按规划审批最小
分割单元可销售、分割转让（地块图件见杭州市萧山区政
府信息公开网站：http://xxgk.xiaoshan.gov.cn/）。

二、公示期：2019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10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

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我办反映。公示期满后，
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
为的，将准予该地块按上述再开发方案组织实施再开发。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
单位地址：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
邮政编码：311203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82727680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1月4日

浙江联达化纤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雅美酒店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9 月 1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8LCYCXE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雅美酒店有限公司 2019年1月4日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4日
晚潮时间
19:20
20:50
22:00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5.50
5.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5日
早潮时间
09:00
10:20
11:10

高潮位
(米)
5.40
5.40
5.30

经股东会决定，杭州振兴市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将100%股权转让给第三方。请
相关债权人在见报日起1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清偿。

联系人：谢陈海天，158 6916 9077。
特此公告。

杭州振兴市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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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年新气象，进化迅速
出台1号文件，全面开展“走亲连心
三服务”活动。新年首个工作周，进
化镇党委班子成员访群众、下基层，
倾听所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为企业和
群众鼓劲加油、排忧解难，不断提升
企业、群众、基层的获得感。

这几日，镇党委书记陆伟岗带
队，一行人先后来到欢潭美丽乡村示
范村创建现场指挥部、华家垫村、祝
家村等，送上新年祝福，并与村干部
们交谈，在了解村庄建设情况的同
时，希望各村在新的一年以奋斗的姿

态、奋勇的状态、奋战的常态，用先行
的意识、快行的习惯、毅行的自律，共
同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美丽新进
化而奋进。

在弘丰电子等企业，陆伟岗把
《经济政策汇编》一书送到企业家们
手中，并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倾听意
见建议，共谋发展思路。

接下来，进化镇还将集中开展四
个方面活动，即集中走访活动、集中
破难活动、集中慰问活动、集中整改
活动，确保“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不
断深入、取得实效。（张帆 王艺霖）

■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来静怡

益农的河网纵横交错，共有大小河道
39条，总长度129公里，因而“五小水体”
（小沟、小渠、小支流、小池塘和小山塘）数
量更多。然而，许多池塘周边堆满垃圾，杂
草丛生，池水浑浊不清，这让池塘不仅失去
了作为景观的优势，反而成为村庄的不和谐
色调。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益农加大池塘整
治力度，提升池塘周边景观环境，让其重返
往日清澈、焕发生机。

池塘成为村庄“颜值担当”

走在冬日的益农镇东村村，被眼前池
塘的美景吸引了，清清的池水，曲折的游步
道，再加上小亭子、拱桥，俨然江南水乡的
模样。“夏天还要好看呢，满池的荷花竞相

开放，飘来阵阵荷花清香，老的小的都来赏
荷，是我们村里的一大景观呢。”东村村民为
家门口的池塘而自豪。因为这个池塘，东村
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荷风东村”。

再来到被列入2018年美丽乡村提升
村的群围村，这里的池塘被各种植物包围，
蜿蜒的滨水栈道让人耳目一新，好一派田
园好风光。“在美丽乡村提升的实施过程
中，我们对全村范围内的小微水体进行了
系统梳理，将小微水体的改造提升、综合整
治列入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容，修建滨水栈
道、打造池塘景观等，总计投入资金约500
万元。”群围村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到4月
份将实现全域池塘、沟渠、小支流的优化升
级，让池塘成为村里的“颜值担当”。

“看着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水越来越
干净，心情更加舒畅，希望一直这样美下
去。”开展小微水体整治，让各村的水活起
来、清起来、净起来、美起来了，看到这样的
美景，老百姓喜上眉梢、乐在心头。

多措并举力保长效护水

“五小水体”离百姓最近，也是百姓

对于治水最直观的体验。近年来，益农
将“五水共治”从河道治理延伸到“五小
水体”，对全镇范围内412个小微水体池
塘、51300米沟渠开展了重点整治。

为抓好小微水体长效管理，益农实施
小微水体联片领导负责制，各行政村主要
领导具体抓，各村充分利用网格化管理工
作模式，制定小微水体治理垂直管护标准，
每条沟渠、每个池塘落实到户到人，并将小
微水体治理工作纳入村规民约。益农还制
定实施了小微水体治理工作竞赛活动办
法，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状，每月开展督查
考核，进一步明确池塘、沟渠治理标准，实
现整治目标可循、标准可参、考核有据。同
时，镇五水办保持例行巡查高频态势，对全
镇17个村小微水体整治效果进行检查，发
现问题以抄告单形式下发，做到立即整改。

益农镇还有一群“红马甲”经常巡河，
他们就是南沙公益志愿者。“现在水环境这
么好，我们也要时时提醒群众，让他们共同
爱水护水。”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志
愿者示范引领，把“五水共治”变成“共治吾
水”，形成全民治水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王政 吴敏烺

本报讯 日前，我区河上镇成功获选
2018年杭州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称号。
借力“四好农村路”，河上找到了乡村振兴
的新引擎。

河上位于萧山区南部，地处萧山、诸暨、
富阳三地交界处，生态优美，山峦叠翠，风景
秀丽，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60%的森林覆
盖率，常年保持在Ⅲ类以上的境内水质，
97.5%空气质量优良率，吸引了一拨又一拨
的城市游客前来“吸氧”。

河上利用自身的天然优势，去年重点

打造了凤凰坞村、东山村、众联村、璇山下
村、三联村五个美丽乡村，并以萧山抗战纪
念馆、中美合作抗战纪念馆等著名景点，浙
江省银宿海鸟天地、惜晚庐等特色民宿，全
国最大互联网亲子平台首个线下营地——宝
贝走天下自然营地为“吸睛点”招揽游客。

这些改变的背后，是河上镇美丽乡村道
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据了解，河上镇区域面积
达63.69平方公里，辖区内公路总里程45.18
公里，其中乡道12.51公里、村道32.67公里。

去年以来，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战
略指引下，河上成立了由镇主要领导担任
组长的“四好农村路”工作领导小组，扎实

推进“四好农村路”创建工作。
重点围绕集镇道路、03省道、重点乡村

道路的全面整治提升，并推出了四条精品线
路。另外，随着杭黄铁路的全线贯通、235国
道的改造提升、时代大道南伸、城市中环、地
铁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的高水平互联
互通，河上的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在本次评比中，河上镇凭借建设好、管
理好、养护好、运营好、综合评价等5大类
25项具体指标的优势脱颖而出，成功获选
杭州市“四好农村路”示范镇荣誉称号。下
一步，河上镇将再接再厉，争取摘下“国家
卫生镇”“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头衔。

“四好农村路”成河上乡村振兴新引擎
本报讯 日前，宁围中心学校牵

头，会同街道社发科、综治科以及属
地三所派出所，对街道内各中小学、
幼儿园和民办学校开展平安校园初
检。

宁围一直重视学校安全工作，每
学期第一周（月）为安全教育周（月），
每月开展安全排查，不断完善安全管
理体系、排查体系和防范体系。宁围
初中禁毒教育抓得紧，有目标，有主
题，“四个结合”凸显创建特色；万向
初中对传染病预防做到“三检”“三汇
报”，一周一消毒，一天一备案；钱江
世纪城幼儿园三园联动，集中“三查”
抓安全；宁围中心幼儿园每学期开展

不同形式的紧急疏散逃生、防拐防
骗、防恐等演练；世纪实验小学引入
开元物业第三方管理平台，校园安全
保障有力；阳光学校紧绷校车安全这
根弦，台账资料规范有序。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现场查
看、查阅资料、师生访谈等方式，详细
了解各学校平安校园创建实际情
况，并对今后进一步做好平安校园工
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下一阶段，宁围校园安全将以打
造“智安校园”为重点，努力提升师生
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持续推进

“平安校园”建设工作。
（顾妙兴 童志辉）

本报讯 日前，蜀山街道召开会
议，进一步打好年前安全生产和无欠
薪两场攻坚战。

街道将加强检查，落实建筑工地
施工安全管理和消防安全工作，重点
关注灾害天气预防和应急处置，有效
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确保春节
前后建筑工地施工安全。与此同时，

街道还将不折不扣落实无欠薪“六项
制度”具体要求，全面排摸隐患，及时
化解矛盾，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民工
工资发放到位。

接下来，街道将联合各个相关部
门在全域范围内开展一次安全生产
大检查行动。

（张旭 丁鑫火 丁水富）

本报讯 日前，戴村镇在各村村
干部配合下，对市“三改一拆”考核
组指出的整改点位进行了集中拆
除。截至目前,已拆除点位20余处,

“三改一拆”工作向纵深推进。
近年来，戴村以“一户多宅”整

治、“两路两侧、四边三化”整治、“彩
钢棚”整治、“企业、出租房消防隐患
违建”整治、“六路两区”整治、村级

“一路一溪”整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违建广告牌整治、超面积辅房专

项整治等为重要载体，通过“屋面、路
面、水面、立面”立体式整治，以镇村
联合、部门联动、上下联勤模式，强势
推进拆违控违工作。2018年，全镇
累计拆除违章建筑208000平方米,
完成上级下达年度任务数的173%。

下一步，该镇将进一步完善机
制、查漏补缺、落实整改，全面夯实

“无违建”创建成果，为打造“杭州南
花园，城市新阳台”的戴村农旅小镇
而不懈努力。 （沈镇 王慧青）

彩虹快速路青年路-萧西路主
线桥梁桩基完成过半。工程主线全
长1735米，其中隧道段1223米，桥
梁段360米，地面过渡段152米。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赵颖峰 摄

彩虹快速路
加快建设

进化开展“走亲连心三服务”活动

蜀山部署安全生产和无欠薪工作

宁围多部门联合开展平安校园初检

戴村持续推进“三改一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