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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月 14日 8∶30-16∶30停文化A616线
海通开G16海妇A6162线-金家开（自）G11
妇金A6163线：城厢街道龙发花园、心怡花园、
众安物业服务、梅花楼村、天宇油泵油嘴、紫爵
公寓、萧山梅花楼置业及其周边一带；8∶30-
16∶30停拱秀A587线新桥园1#公变低压出线
开关：城厢街道新桥园及其周边一带；8∶35-17
∶30停欣塔C372线01#杆欣塔C3721开关：新
街街道萧山区纪委、杭州市南郊监狱、振兴工
业泵制造、杭新印花整理、萧山杭兴泡沫、国星
钢构、盛达铁塔等一带；8∶35-17∶30停南郊
C371线南郊开南郊分线01#杆南郊分线开关：
新街(镇)街道杭新实业、蒙正实业、杭州市东郊
监狱等一带；8∶35-17∶30停恒宏C374线01#
杆恒宏C3741开关：新街街道杭州市南郊监
狱、盛达铁塔等一带；8∶35-17∶30 停先申
A223线申龙开G12检查分线：新街街道萧山
区纪委等一带；8∶45-17∶30停恒天A122线变
电所间隔开关：宁围街道户助投资、场景科技
谷运营管理、中国电信杭州萧山区分公司、锦
翎置业、中新电力集团萧山电力承装、兴达市
政公用服务、艾洛益(杭州)材料科技、上汽万向
新能源客车、谷易智慧交通谷建设发展、天面
粉集团、勿忘农种业、潮峰钢构集团等一带；8∶
45-17∶30停吉达A134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33#杆吉达A1342开关：宁围街道杭州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亨德利文化创意
等一带；7∶35-14∶35停明朗A066线变电所间
隔开关-20#杆明朗A0662开关：瓜沥镇东恩
村、群联村、大义村、如松村及惠纳汽车轴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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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瓜沥建浩化
纤织造厂、宁锐纺织、捷峰源化纤、萧山区瓜沥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萧山区第八高级中学、
萧山区第二人民医院一带；7∶55-14∶35停华
瑞A086线瓜渔开G16瓜航A086线：瓜沥镇
渔庄村、长巷村及丹仪箱包、萧宏纺织、越翔科
纺整理、城佳化纤、方天线业、航民物业服务、
航民实业集团、宝丰纺织整理、中国建设银行
杭州市萧山支行瓜沥办事处、毕仕大纺织、文
明印务、宏恩化纤一带；8∶05-14∶35停长巷
C476线友谊开G12友新C476线：瓜沥镇友谊
村、低田畈村、徐家桥及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
菲克针纺、萧山鑫铨包覆丝厂、韵润化纤、萧山
志盛纺织、运达纺织厂、东杭化纤、萧山瓜沥渔
庄振发布厂、捷宁化纤、萧山恒华纺织、西番雅
纺织、萧山瓜沥财兴布厂、惠帛纺织品、萧山恒
贤纺织、文明印务、吉天农业开发一带；9∶00-
16∶30停江曹A525线75#杆（江曹A5253开
关）：进化镇欢潭行政村、浦阳镇江西俞行政
村、进化镇人民政府、萧山江海实业、萧山浦阳
江建设开发、萧山忠民海绵复合材料厂等一
带；8∶30-17∶30停田村C238 线 161/12#杆
（田村C238线长山坞分线开关）：楼塔镇萧南
村一带。

1月 15日 8∶30-16∶30停西陵A004线
西通开G13西上分线：城厢街道阳光城上府及
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拱秀A587线新桥
园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新桥园及其
周边一带；8∶45-12∶45停龙虎C704线18#杆
坞里村分线开关：南阳街道坞里村、赭山村、永
利村、远大村及中江彩瓦、萧山红垦保温防腐、

杭州萧山周氏建材厂、萧山区机动车驾驶员考
试服务中心、中原机械厂杭州阳城酿洒、萧山
万丰医药、圣山集团、中国铁塔杭州市分公司、
萧山电器塑料厂、兴旺经编厂、永利植绒一带；
8∶30-17∶30 停涂川 A347 线 51#杆（牌岩
A3471开关）-98#杆（牌岩A3471开关）：进化
镇新江村、浦阳江汇头钟照明、航民上峰水泥
等一带；8∶30-15∶00停柴家A536线 07#杆
（柴家A5362开关）：浦阳镇径游行政村、浦一
行政村、百瑞特饲料科技、帝辰鞋业、鼎标机械
设备厂、宏远工艺鞋、红尚塑料制品、华宇鞋
业、三冲工贸、萧山区浦阳镇人民政府、萧山万
利达鞋业、阳光造纸机械、银亚橡塑制品、中意
彩印、中国石油天然气浙江杭州销售分公司等
一带；8∶30-15∶00停下定A524线41/01#杆
（下定A5243开关）：浦阳镇江南村、萧山浦阳
镇永利制线厂、乐铠鞋业、萧山天成复合材料、
跃发铝合金电子线缆、双威机械制造、诗涛针
织厂、远洋鞋业、惠业机械、信达鞋业、萧山区
浦阳镇人民政府（径游机埠）等一带；15∶00左
右短时停电一次停柴家A536线变电所间隔-
07#杆（柴家A5362开关）：浦阳镇桃湖村一带；
15∶00左右短时停电一次停下定A524线变电
所间隔-41/01#杆（下定A5243开关）：浦阳镇
江南村、成功鞋业、联鸿鞋业、路克鞋业、天峰
纺织机械、通达鞋业、伟量管业、萧山彩虹工艺
毛衫厂、萧山杰威鞋业、浦阳镇径游中心小学
一带。

1月 16日 8∶30-16∶30停湘旅A002线
湘北开G16湘湖旅游度假：城厢街道浙江湘湖
旅游度假区投资发展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通达A021线西通开G25西府分线：城
厢街道阳光城上府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 停通惠变银河 C769 线北塘开 G12 银北
C769线-大浦开G15浦银A7472线：北干街
道浙江崇文置业、城北村、浙江凯晨建设管理、
银河小区、中广物业管理服务、国泰大厦及其
周边一带；8∶30-16∶30停拱秀A587线新桥园
3#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新桥园及其周
边一带。

1月17日 8∶30-16∶30停西门C105线汪
家弄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唐家弄及其
周边一带；8∶30-16∶30停西河C102线苏家潭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苏家潭及其周边
一带。

1月18日 8∶30-16∶30停富丽C115线燕
子里公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燕子里及其
周边一带。

1月20日 8∶30-16∶30停海关A586线
翻水开（自）G15柳桥分线：北干街道杭州市地
铁集团、柳桥村、萧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其
周边一带。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月14日 9∶00-17∶30停110kV长征变
10kV长一0060线秋庄分线5#杆-14#杆换杆
换线工作(国通)长征变农场068线60#至87#
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第一农垦场一
带；9∶00-17∶30停文伟村5#变低压线路改造
（兴耀）2018年江东片区三联村4#变等0.4KV
配电线路及设备大修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文
伟村一带。

1月15日 9∶00-17∶30停向公村9#变低
压线路改造（永兴）2018年江东片区三联村4#
变等0.4KV配电线路及设备大修工程：大江东

河庄街道三联村一带。
1 月 16 日 9∶00-17∶30 停 10kV 盐场

A289线61#杆延伸新立电杆，新放导线与江东
0302线91#杆环网放线工作，新装真空开关一
台等工作（国通）盐场A289、江东0302线环网
改造工程：大江东义蓬街道南沙村盐场一带；9
∶00-17∶30停20kV瑞方站I段加装PT柜及
费瑞J0701线间隔消缺（操作手柄无法插入）
等工作：大江东艾美依航空。

1月 17日 9∶00-17∶30停 35kV义盛变
甘露672线间隔新出电缆至锦盛控股集团，电
缆敷设、割接、移位、中间接制作、试验、搭头等
工作（城源）义盛路电力管线迁改工程：大江东
锦盛控股集团；9∶00-17∶30停20kV瑞河站II
段加装PT柜等工作：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大
江东圣奥控股 、永田汽车一带；9∶00-17∶30
停文伟村8#变低压线路改造（国通）河庄街道
三联村4#变、文伟村8#变台区改造工程：河庄
街道一带；9∶00-17∶30停10kV头镇0306线
70#杆至公寓分线05#杆、公寓分线02#杆至
02/03#杆更换导线，过电压保护安装等工作
（久邦）启江变头镇306线70至109#杆之间分
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头蓬街道河西路、河东路、
头蓬街、通久路、新村路、头蓬社区、东江公寓、
仓北村、电信股份、义蓬街道办事处（一）、和平
纺纱、江东花边服饰（二）、圣创铝压机械、尚杰
建筑材料一带。

1 月 18 日 9∶00- 17∶30 停 10kv 长一
0060线科技分线换杆换线工作（国通）长征变
农场068线60#至87#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
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唐杨科技、农一场
（三、四、六）、第一农垦场（十二、十四、十五）、
瓜沥镇低田畈村（一）一带。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胡琦

本报讯 新街长山小学11岁女孩吴
葆晨患上了慢性肾衰竭，自去年10月被确
诊病情后，全家人一直奔波于萧山和主城
区，求医问药以稳定病情。这个原本收入

微薄的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相关报
道详见本报1月2日第6版）。

吴葆晨患重病的消息经本报报道后，
引发社会关注，大家纷纷献出爱心。各级
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一场爱心接力在萧
然大地传递开来。区慈善总会在给予一
定援助的基础上，还为吴葆晨开设了专门
的捐款账户，截至4日止，已收到爱心款2
万余元。

连日来，吴葆晨一家都被萧山人民浓
浓的爱心包围着：78岁的杨素珍自报纸上
看到吴葆晨一家的境况后，就给本报新闻
热线82654321打来了电话：“我们夫妻俩
的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我想尽自己的力
量帮助这个小姑娘。”由于前些年动过一
次较大的手术，杨素珍的身体不算太好，
但热心的她很快发动起亲朋好友。4日下
午，夫妻俩领着外孙女来到吴葆晨家，将
自己辛苦攒下的1万元钱塞到了吴葆晨爸
爸吴文建手中，懂事的外孙女也拿出了

200元零花钱，塞到了吴葆晨手中。
爱心源源不断涌来。5日上午，吴文

建工作所在的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也伸
出了援助之手，红色的募捐箱流动在批发
市场内的各个区域，600多名经营户及市
场全体职工积极行动起来，。截至昨天下
午，共募集到善款2.6万余元。

这两天，“五水共治垃圾分类城管交
警义务监督”微信群里也相当热闹，3位民
间路长、9位民间河长共12人，听闻消息
后也在短时间内募集到了2200元善款。

“每一笔钱我都记在本子上了，这么
多素不相识的人来帮忙，他们都是我家的
恩人。我真是说不出的感激，也更有信心
给孩子治病了。”吴文建很是感动。

萧山人的爱心驱散了这家人的愁云，
给了他们一家莫大的鼓励。“目前，葆晨边
治疗边等待着合适的肾源，只要有一线希
望，我们都不会放弃。”吴文建说，他要发
自肺腑地对好心人说声“谢谢”。

文/记者郭立宏 通讯员 何永江 王迪钦
摄/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本报讯 1月5日上午，借己亥年生肖
邮票首发之际，由中国邮政萧山区分公
司、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萧山邮
管局等多家单位共同打造的全省首个爱
情主题邮局在湘湖下孙文化村正式开
业。活动当天,100多位市民和集邮爱好
者前来参观和购买新年生肖邮票。

湘湖爱情邮局结合了西施与范蠡的
爱情传说，将古越文化、邮文化以及爱情

文化相结合，是全省第一家在国家级旅游
景区内的爱情主题邮局。走进湘湖爱情
邮局，是一间装饰成红色喜庆风格的店
铺，里面陈列着各式爱情元素的饰品和明
信片，给人一种温馨感。

活动当天，湘湖爱情邮局还被授予萧
山区“亲青恋”活动基地，成为共青团“亲
青恋”交友平台的一个活动基地。通过加
强团内外资源整合，举办各种交友活动，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交友平台，为单身适
龄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婚恋服务。

己亥年生肖邮票的发行日，在湘湖爱

情邮局的猪年生肖邮票吸引了众多市民排
队购买，其中不少是几十年的集邮爱好者。

活动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
主要是借己亥年生肖邮票首发让更多人
知道湘湖爱情邮局，从而宣传湘湖风景
区，把美丽的萧山，美丽的湘湖，介绍给全
国朋友；另一方面，也希望进一步丰富广
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同时，还举办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邮
票图片展。萧山集邮协会的集邮爱好者
们通过邮票、图片的形式，展示了改革开
放以来我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绩。

文/图 记者 王俞楠

在衙前镇白鹤路凤凰村工业园区
对面，有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社区
——创业新村。社区内的16幢多层
建筑自2008年投入使用以来，有8幢
被企业租赁作为员工集体宿舍使用，
另外8幢则被外来流动人口承租。复
杂的人口构成，安防配套设施老化，在
治安消防方面存在诸多隐患。

这样的情况，因为一个人发生了
改变——他叫俞伟，衙前派出所负责
管辖凤凰村的民警。

2013 年，俞伟被调入衙前派出
所。在接触到创业新村复杂的治安情
况后，他一直挂在心里。2017年，俞
伟抓住了所里征集“星火行动”的机
会，在1个月反复论证、修改后确定了
治安改造方案，并得到了领导的大力
支持。派出所领导积极与镇里和凤凰
村对接，争取支持。

在三方的共同努力下，创业新村
升级改造计划的硬件设施已全部整改
到位，初步达到“智安”小区标准。目
前，创业新村已真正成为“零发案”小
区，这让俞伟感到辛苦很值得。

不仅是创业新村小区，整个凤凰
村作为衙前经济最发达的村，仅外来
人口就占据了衙前镇的四分之一。“事
情多，那就一件件认真处理。”在日常
管理中，俞伟紧盯辖区治安的热点问
题，2018年办理各类治安行政案件30
余起，取缔无证旅馆、无证棋牌5家，
化解各类矛盾80余起。

也正是“认真”，让俞伟在办理案

件的时候不会轻易漏掉每一个线索。
去年7月的一天，凌晨4点派出所接到
指挥中心的指令称衙前和坎山交界处
有人打群架，到达现场后才发现案件
事发地点在瓜沥坎山，当时兄弟单位
工作人员也到达现场。本来此次警情
就算结束了，但听说部分嫌疑人逃掉
了，俞伟开着巡逻车在事发地方圆五
公里的几条主干道上仔细搜索，终于
截获了5名参与聚众斗殴的嫌疑人，
为兄弟单位办理该案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俞伟说，群众的事无小事，基层工
作就是要解决每件小事才能换来辖区
平安。从警15年，他认真对待每一次
出警，每一次巡逻，认真处理每一次纠
纷，对群众负责，让群众满意。

全省首个爱情主题邮局开业

萧山人的爱心 温暖了吴葆晨一家
俞伟：倾力打造“零发案”小区

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咨询地铁2号线南延事宜

网友“萧男小学生”向网络问政咨
询，地铁2号线南延有进展吗？

萧山地铁公司回复：关于 2 号线
南延的问题，在《杭州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修编）》中包含有轨道交通 2 号
线由朝阳站继续向南延到达萧山南部
区域的线路，该线路在未来其建设规
划通过国家发改委审批后可建设实
施。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我公司正会
同区发改、规划等部门对我区范围内
轨道交通线网布局进行前期方案的研
究，其中包括轨道交通线路延伸至萧
山南部预期的方案。

下一步，我公司将加紧和市、区相
关部门进行对接协调，但最终建设规
划所批复可实施的线路需根据上级部
门的统一安排而定。

反映潘水路拥挤问题

网友“zsw482”向萧山网络问政
平台反映，潘水路越来越拥挤，两旁老
旧杂乱，请问是否有计划扩路呢？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根据
《杭州市萧山区综合交通规划》，规划
潘水路为城市支路。潘水路现状已按
规划宽度实施到位，目前无相关拓宽
计划。给您及广大市民造成诸多不
便，敬请谅解。

公交站地面垃圾多

网友“Asika”向萧山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区人民武装部附近公交站地
面垃圾多，希望相关部门管一管。

区城市管理局回复：育才路人武
部段系环卫处市场化作业道路，目前
日常保洁由承包单位浙江天禹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负责。接到投诉后，我处
北干环卫所管理员施海峰与外包单位
负责人来军前往查看，发现投诉情况
属实。当天下午，已安排保洁员对路
面进行清扫，并用水枪冲洗积泥。

我处北干所已要求市场化作业单
位加强道路保洁频率，同时将加强对
外包公司考核。

萧山实施最严禁烟令了吗？

网友“天使爱米粒”向网络问政平
台咨询，萧山实施最严禁烟令了吗？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回复：我区
按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
施《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
通知，于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由多
部门对各类场所进行监管。

图为爱情主题邮局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