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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月24日 8∶30-16∶30停越王变越四A019线
越钱开G14越际分线（工作后为备用一线）：北干街道
江南国际城及其周边一带；8∶45-12∶45停龙虎C704
线18#杆龙虎C70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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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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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酿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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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停来苏C426线来辰开后段线
路：蜀山街道鲁公桥社区、曹家桥社区、蜀山街道办事
处、浙江铁道建设工程、萧山交通投资集团、德盛置
业、中新电力集团萧山电力承装、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
理、华润普星电动汽车服务、光耀镜湖实业；16∶30左
右停来苏C426线01#杆-来辰开：蜀山街道杭州滨翰
房地产开发、萧山城区建设有限公司（广乐安置房）、秋
泽置业、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月24日 9∶00-17∶30停前进街道8#变、梅林
村3#变增量工程（城北）新设欧变：前进街道三丰安
置小区、新邦橡胶厂、前进初中、前进老政府一带；
9∶00-17∶30停警备分线2-9#杆立杆换线工作(国
通)长征变农场068线 60#至 87#杆之间分线绝缘
化改造工程：大江东舟山警备区；9∶00-17∶30停
河庄街道蜀南村台区改造工程（国通）蜀南村1#变
台区改造：河庄街道蜀南村一带；9∶00-17∶30停
110kV群欣变20kV瑞河站3#间隔洛特分线电缆
敷设、割接、移位、中间接制作、试验、搭头等工作
（丰安）临鸿东路与青西三路交叉口电力迁改工程：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洛特实业；9∶00-17∶30 停
110kV群欣变20kV瑞河站14#间隔永田分线电缆
敷设、割接、移位、中间接制作、试验、搭头等工作
（丰安）临鸿东路与青西三路交叉口电力迁改工程：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永田汽车。

尊敬的客户：

因我支行现有保管箱业务配置已无法满足

业务发展和客户需求，经支行研究并报省分行批

准，决定自2019年1月18日起停止对外受理保管

箱新租及续租等业务。目前，存量保管箱租赁业

务已到期，敬请在我支行办理保管箱租用业务的

客户尽快到我支行办理退租手续。

如您有疑问，请前来我行或来电商洽处理。

联系地址：杭州市萧山区文化路208号

联系电话：82722169

82727287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

2019年1月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保管箱业务停止对外营业的公告

新春走基层

美丽萧山

盘活古镇资源 楼塔打造文化旅游新标杆

“幸福卡” 让宁牧村民幸福满满

民宿女主人 撑起戴村振兴“半边天”

党湾创建“省农村文化礼堂示范乡镇”迎省考

城厢召开纪检工作交流会

昨日下午，浙江歌舞剧院民族
乐团表演的“湘湖寻梦——2019
年新年民族管弦交响音乐会”在湘
湖艺术中心举行。观众们在经典
民乐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
首席记者 范方斌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李永水 摄

新年音乐会
新塘举办“我爱萧山”专题讲座

南阳“雷霆6号”行动启动

本报讯 日前，省农村文化礼堂示
范乡镇工作考核组对党湾镇进行实地
考核验收。

省考核组专家一行先后实地考察
了庆丰村文化礼堂、围垦历史陈列馆、
党湾乡贤馆、团结村文化礼堂，随后听
取了党湾镇创建工作汇报，考核组给
予了充分肯定。

近年来，党湾镇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重点，将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助
推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星
级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常态化利用、

内涵化培育”的要求，全力打好“建、
管、用、育”组合拳，努力将文化礼堂打
造成为农村的精神文化地标。截至目
前，党湾镇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12
个，覆盖全镇行政村总数的70.6%，其
中三星级文化礼堂4个，二星级文化
礼堂8个。目前，全镇剩余5个未建村
的基础建设资金均已到位，新前村、勤
联村已分别筹资500余万元和300余
万元，今年党湾将实现文化礼堂全覆
盖。

（王啸虎 杨圆圆）

本报讯 近日，城厢街道纪工委召
开社区纪检组织负责人述责述廉暨明
年工作思路交流会。传达学习有关会
议精神，通报我区近期查处的4起违
纪案例，部分社区纪检负责人围绕
2019年纪检监察工作“怎么看、怎么
干”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2019年，城厢街道将围绕加强阵
地建设、加强教育管理、加强廉政建
设、加强重点工作建设四个方面开展

工作，不断提升纪检干部在其位、谋其
政、履其责、尽其职的意识，做到普通
党员廉政教育定期化，并对基层党员
干部身上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发
现、早提醒、早处置。

据了解，城厢各社区都在近期开
展了社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
况报告会，开展社区党风廉政建设测
评。

（王洁琼 王俞楠）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平安南
阳”建设，加强春节期间治安管控，日
前，南阳街道综治科、南阳派出所、南
阳街道妇联联合开展“雷霆6号”集中
统一行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后，该街道综治科、派出
所、巾帼志愿者等纷纷行动，与各村
（社区）网格员分组前往辖区内各道
路、重点部位、村（社区）等开展平安巡
防。结合“扫黑除恶”行动、“平安三
率”宣传等，实施拉网式清查整治，检
查沿街商铺、酒店、饭店、出租房等部

位的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不断加大面
上交通违法整治力度，为辖区居民创
造安全平稳的社会环境，提高群众的
安全感和满意度。

本次行动设卡盘查257人，检查
旅馆11家、网吧3家、足浴店9家、棋
牌室5家。检查渉危化学品使用单位
11家，处罚1家，检查烟花爆竹销售单
位9家，消防处罚3起。出租房治安拘
留1人，涉赌治安拘留4人，盗窃刑事
拘留3人。

（刘殿君 周钰）

■记者 童志辉

搡年糕、裹粽子、写春联、有奖问答……
19日上午，宁围街道宁牧村第二届年趣活
动如期举行。本届年趣活动引人注目的
是发放“村民幸福卡”。这是宁牧村整村
拆迁后的第一个新年，在外租房过渡的村
民们纷纷赶到村委会，在参与年趣活动中
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刚刚过去的2018年，宁牧村发放股份
分红、生活费补助、水电费补贴、养老金、
大病救助、医疗保障、奖学金等七项合计
1276万元，让村民再次享受到村级集体经
济带来的好处。

宁牧村发放“村民幸福卡”后，但凡村
里需要发放给村民的股份分红、福利等，

都将直接打到“幸福卡”里，并通过手机短
信进行提示或提醒。

“虽然发放形式变了，但我们给大家
谋福利的初心不会改变，也将会让村民有
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宁牧村党委书
记俞筱芬表示，通过举办年趣活动，大家
欢聚一堂，正是致力传承乡村优秀文化，
以节日活动的形式，营造邻里守望、诚信
重礼的文明乡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村民幸福卡”发放仪式结束后，接着
是有奖抢答赠送年货环节。“我们宁牧村
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宁牧村有多少农
户？”……一道道接地气的抢答题，让村民
们热情高涨，作为奖励，酱肉、香菇、木耳、
香肠、鱿鱼等年货很快赠送完毕。

这厢忙着答题，那边搡年糕、写春联也

忙开了。搡年糕是个技术活，米的比例、水
的比例和搡的力道，都是有讲究的，木槌落
下去，必须看准位置，而且搡的和翻的，两
个人必须配合默契。大家看得兴起，纷纷
抢过木槌过把瘾。年糕成型后，敲上“宁牧
年年高”印章，年糕就算做好啦！

“吃糕花啦！”看着香喷喷的糕花在石
臼里成型，大伙儿你一块我一块，吃得津
津有味，现场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

吃完糕花，再吃粽子，最后选一副喜
欢的春联回家，幸福就像花儿一样，在每
个宁牧村民的心里绽放。

本报讯 昨日下午，新塘街道启动
“喜迎亚运——百万萧山妇女学新知
爱家乡”活动，同时举办“我爱萧山”专
题讲座，邀请市委党校萧山分校沈丽
老师，讲述“魅力萧山三篇章”(富饶
篇、活力篇、文化篇)，让各村、社区妇
女骨干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此次活动是喜迎亚运系列活动的
一个部分，旨在全面提高辖内广大妇

女的文明素养和整体素质，引领百万
萧山妇女助力亚运会，建功新萧山。

新塘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通过本次活动能够提高新塘妇女干部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把学习成效体现
在日常工作推进上，体现在尽心尽责
履职上，体现在密切联系群众上，为亚
运贡献力量。

（王艺霖 冯婷婷）

■实习生 王晨宁 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古镇楼塔，有着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细十番”、浙
江省篮球之乡、浙江省民俗文化村 、浙江
省书法村 、杭州市历史文化村等很多闪亮
的名片，还有我省顶级的明代御医、留下
煌煌巨著《医学纲目》的楼英。

作为浙江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样
板镇，楼塔小城镇蝶变之后如何发力？尝
到文创产业甜头的楼塔镇又把产业链延
伸到了旅游业。日前，楼塔镇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通过评审，将着力构建“一心、二
带、三轴、四区”整体风貌格局。

楼塔镇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以“仙岩古
韵，人居乐地”为主题，提出了打造中国著

名民间艺术之乡、长三角知名乡村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确定了以仙岩山景区为主
线，以一山二街三区四园为总体布局。

一山：即以岩山为依托，挖掘该区域
的名人文化、宗教文化、民间传说以及楼
英中医药养生文化等，打造萧山南部重要
的山岳观光和中医养生度假区。

二街：楼塔文化老街和楼塔美食街，重
点挖掘楼氏家族文化、名人文化、民间艺术
文化以及楼英中医药文化，以横街、上街、
下街、楼英纪念堂、中祠堂、上新屋形成一
条古街多个主题的古镇文化景点。以楼塔
美食一条街为产业，同时发展土特产购物
市场，提供温补保健美食体验。

三区：田园观光区、滨水休闲区和文
创产业区，以大同片为主要空间，重点发
展有机农产品、农耕体验、特色餐饮的田
园观光区；以洲口溪为主线，重点打造洲
口溪两岸景观带、滨水游憩的滨水休闲
区；以楼塔开发区为中心，集纱艺花边设
计、生产、研发、电子商务为一体的纱艺文
创产业区。

四园：岩将文化园、东纪坞民俗园、大

唐湾农业园和淡竹坞果园，以岩将文化
馆、管村民俗文化馆为主体，体验管村文
化的岩将文化园；以东纪坞水库为主体，
利用其优美的山水环境，打造以商务会议
为特色的滨水度假休闲旅游产业的东纪
坞民俗园；以楼家塔村大塘湾为主体，重
点发展有机农产品、特色餐饮、瓜果采摘
为主的大唐湾农业园；以雪环桥头村为
主，重点打造以四季花果为特色的乡村旅
游的淡竹坞果园。

专家评审团认为，楼塔镇发展旅游业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要充分利用好仙岩
山森林资源优势，抓住浦阳江生态区建设
契机，把楼塔镇打造成杭州千年古镇文化
旅游的新标杆。

楼塔镇镇长沈水良表示，楼塔镇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具备历史文化和自然文化
资源，是楼塔镇实现新一轮发展的重要途
径；与会专家和领导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
见，镇党委政府将认真研究，对《规划》作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充分发挥政策优势，
以项目带动产业发展，实现楼塔旅游产业
的腾飞。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傅颖娜

本报讯 前不久，到戴村度了一个周
末的俞先生饶有兴致地对记者说，戴村的
民宿真有人情味，细节之中深藏柔情，让
他感受到了不经意间的乡村之美。要说
这份“美”，还真离不开戴村民宿中女主人
的力量。

作为萧山首个行业妇联，戴村民宿妇
联集聚了一大批民宿女主人，她们身怀绝
技，于无形中施展出魅力，并融入民宿发
展中，展现了当代巾帼风范。据统计，自
去年11月戴村民宿妇联成立以来，现已吸
纳了23人，其中既有民宿女主人，也有农
家乐法定代表人，遍布于全镇31家民宿及
农家乐中，从数量上说，女主人撑起了“半
边天”，在民宿发展中功不可没。

陈玲玲，戴村民宿“长潭云中·锦宿”

的女主人。该民宿自去年10月开张以来，
走高端精品路线，不仅在规划设计上以当
地“纸”“竹”文化为卖点，在具体布置上更
是融入了美丽庭院的影子。这背后陈玲
玲起到了推动作用，“我非常喜欢丽江的
慢节奏，为此，在民宿的打造和装扮上也
融入了多种自然元素，让客人来这里便能
体味乡村之美。”陈玲玲说。走进“锦宿”，
小溪、绿竹、花园……到处弥漫着美的影
子，身处其中可以忘却尘世中的繁杂。

这几年，随着戴村民宿逐步发展，可
以欣喜地看到，周边的配套设施越来越健
全，这也与女主人善交际密不可分。40多
岁的盛乃珍是戴村尖山下人，4年前，关了
萧山城区的餐馆，来老家开了一家名叫

“七都山里”的民宿。由于盛乃珍富有亲
和力，来此民宿的客人络绎不绝。

盛乃珍喜欢与人唠嗑，也经常把客人

的需求当作民宿发展提升点。有次她听到
客人说，戴村有好山好水，但缺少娱乐设
施。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她
脑中，想着如何凭己之力完善民宿周边配
套。去年，盛乃珍和邻居云璟民宿老板联
合，在附近打造了一个独特的毛竹林游乐
园。如今，这个毛竹林游乐园已成为戴村
民宿中的亮点，为戴村发展旅游业增色不
少。

“妇女在民宿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正因为此，我们要将她们集合起来，
用她们的力量推动女性创业创新，从而实
现戴村乡村振兴。”该镇妇联相关负责人
说。据了解，自该镇组建民宿妇联后，已
举办了茶艺知识讲座、健身舞培训、民宿
女主人谈创业体会等系列活动，提升民宿
女主人素质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输入了
强劲动力。

本报讯 日前，瓜沥镇部署开展
“创国卫、迎新春”集镇建成区环境巩
固提升工作，全面深化国家卫生镇创
建和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长效管理等
系列工作，有效提升全域环境整治水
平，进一步扮靓提升瓜沥节日期间城
市品位和形象。

为打造靓丽瓜沥，实现节日期间
瓜沥市容整洁、环境优美、交通顺畅，
瓜沥镇决定，从即日起至农历新年前，
在全镇范围内开展“创国卫、迎新春”
环境巩固提升专项行动。全镇上下对

照标准、明确职责；落实队伍、制定方
案；开展巡查、重在整改；加强督查，形
成长效，进而全面改善和提升瓜沥环
境面貌。

为确保工作督查真正落到实处，
该镇组建了由镇党政班子带队的三片
巡查组，就镇容镇貌、健康教育与宣传
氛围、农贸市场、垃圾收运系统、公共
厕所、医疗机构和车站、社区卫生、食
品安全与公共场所、行政村及镇郊结
合部、群众知晓与满意度等十个方面
进行重点巡查。 （邵福勤 周婷）

瓜沥巩固提升集镇建成区环境

红山农场培训经济普查业务员

本报讯 日前，红山农场召开第四
次经济普查动员及培训会。

普查对象涉及面广、经济数据填
报专业，为了保证在规定的时间节点
内高质量完成普查工作，红山农场、社
区两级普查业务员在会议通知拟定、
培训单位选择、电话短信通知、会议资

料准备、会场安排布置等方面做了大
量的基础工作。特别是在下发的资料
中，普查业务员们动脑筋想办法，在套
表封面的填写、独立封装时，采取统一
打印、注明填报说明等形式，大大提高
了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

（曲特 徐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