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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7月8日 8∶30-16∶30停水阁C233

线85/04/01#杆（大黄岭11#变令克）：萧
山区楼塔镇大黄岭村11组一带；8∶30-13
∶30停顺和C929线车路湾村9#变：萧山
区瓜沥镇车路湾村一带；8∶30-13∶30停
宏欣A157线张潭村6#变：萧山区瓜沥镇
张潭村一带；7∶30-12∶00停红界A472
线勤联村5#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5
组.8组.10组一带。

7月9日 8∶30-13∶30停官一C944
线众力村4#变：萧山区瓜沥镇众力村一
带；8∶30-13∶30停东村A488线益农村
11#变：萧山区益农镇益农村一带；7∶30-
12∶00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7#变：萧山
区党湾镇勤联村5组.7组.一带；7∶30-12
∶00停锻造C334线沿塘村6#变：萧山区
瓜沥镇沿塘村11组，12组一带。

7 月 10 日 8∶30- 16∶30 停付墩

A352线 83/05#杆（傅墩村1#变令克）：
萧山区进化镇傅墩村1组一带；8∶30-13
∶30停夹灶C657线久联村14#变：萧山
区益农镇久联村一带；8∶30-13∶30停群
英C653线东联村16#变：萧山区益农镇
东联村一带；7∶30-12∶00停福星C319
线沿塘村7#变：萧山区瓜沥镇沿塘村5
组，7组一带。

7月11日 8∶30-17∶30停传雅C173
线26#杆（杭州众木机电有限公司令克）：萧
山区义桥镇杭州众木机电一带；8∶30-14∶
30停东联A490线东联村10#变：萧山区
益农镇东联村一带；8∶30-14∶30停东联
A490线赵家湾村10#变：萧山区益农镇赵
家湾村一带；8∶30-14∶30停东联A490线
五六二村13#变：萧山区益农镇五六二村一
带；7∶30-12∶00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8#
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6组.一带；7∶30-
12∶00停锻造C334线沿塘村8#变：萧山区
瓜沥镇沿塘村9组，10组一带。

7月12日 8∶30-17∶30停后黄C175
线 35#杆（杭州柯尼拉制衣有限公司令
克）：萧山区义桥镇杭州柯尼拉制衣等一
带；8∶30-17∶30停后黄C175 线 36#杆
（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令克）：萧山区
义桥镇杭州萧山方正化纤织造厂等一带；
8∶30-17∶30停后黄C175线37#杆（杭州
贝伊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令克）：萧山区
义桥镇杭州贝伊达纺织科技等一带；8∶
30-13∶30 停华泰C146 线花神庙村 9#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花神庙村一带；8∶
30-13∶30 停华泰C146 线花神庙村 6#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花神庙村一带；7∶
30-12∶00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9#变：
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6组.9组.11组一带；
7∶30-12∶00停锻造C334 线沿塘村 9#
变：萧山区瓜沥镇沿塘村5组，6组一带。

7 月 13 日 7∶30- 12∶00 停锻造
C334线沿塘村10#变：萧山区瓜沥镇沿塘
村11组，2组一带。

7月8日 10∶00-14∶30停启东0313线文伟
（11）支线09#杆：大江东河庄街道文伟村一带；9∶
00-15∶30停10kV廿围0061线183#杆2865开
关-131#杆2864开关，10kV东海062线199-
10#杆开关，10kV廿围0061线150/03#杆开关：
大江东新湾街道新东湾农业（三）一带；9∶00-13∶
30停2324（新白A41线116#）、2325（新白A41
线124#）：大江东新湾街道、新和虹实业一带。

7月9日 9∶00-17∶30停新和村11#变低
压总闸：大江东新和村一带。

7 月 10日 9∶30-14∶00 停启东 0313 线
51#围中村3#变：大江东河庄街道围中村一带；
9∶00-17∶30停10kv益农462线共建（3）分线
02#杆：大江东新湾街道共建村一带；9∶00-17∶
30停头镇0306线88/01#杆、仓北村3#变跌落
式开关：萧山区仓北村一带；9∶00-17∶00停围

中0313A线08/01#杆开关：大江东江东村、江
建村、恩惠塑料、新围初级中学（一）一带；9∶
00-17∶30停10kV河塘站同一（11）分线：大江
东同一村、中达卫浴、晨力纺织、百威针织、虹欧
塑业一带。

7月11日 9∶00-17∶30停河埠350线泗埠
0350A线小泗埠分线3/东05#杆全民村4#变跌
落式开关：大江东全民村一带；9∶00-17∶30停
钱安站7#间隔安置六线：大江东钱江安置小区
一带；

7月12日 9∶00-17∶30停新益A38线后
新庙一分线 12#杆后新庙村 3#变跌落式开
关：大江东后新庙村一带；9∶00-17∶30停钱
安站8#间隔安置七线：大江东钱江安置小区
一带；9∶00-17∶30停河庄街道营业所1#变低
压闸刀：大江东河庄街道营业所附件。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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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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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7月 2日 8∶00-17∶00

停万盛C265线来苏周村7#
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来
苏周村一带；8∶30-16∶30停
歌剧C764线银河小区2#公
变B路低压出线开关：萧山
区北干街道银河小区及其周
边一带；8∶30-12∶30停浦岩
A528 线 117/01# 杆（浦 岩
A528 线润田科技分线开
关）：萧山区进化镇杭州久阳

塑胶管业、杭州诚一实业、杭
州波欣机械、杭州润田科技
等一带；9∶00-15∶00停国庆
C794线坎山供电营业所3#
变开关：萧山区瓜沥镇国庆
村一带；7∶30-12∶00停锻造
C334线沿塘村1#变：萧山区
瓜沥镇沿塘村3组，8组，12
组一带。

便民热线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思贝芬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3年7月3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2410812的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思贝芬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浙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

山分局2006年9月22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2034668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浙亚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日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7月2日 9∶00-17∶30停10kV农场站酒厂
分线：大江东农一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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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
晚潮时间
23:40
00:01
02:10
危险

高潮位
(米)
3.90
3.90
4.2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2日
早潮时间
10:50
11:10
13:10

高潮位
(米)
4.10
4.10
4.35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思贝芬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

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遗失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台属联谊会遗失杭州市萧山区民政局

2013年9月16日核发的证号为社政字第384号，代码为
50210028-X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萧山区台属联谊会 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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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 以前，看这个医生“牛不牛”，
只能看其头衔、职称、论文、科研等指标，不
久后，将有一个更客观、更多元的评价体
系。日前，记者从在萧举行的“首届中国医
师执业风险与保障论坛”上了解到，中国医
师协会拟联合微医等相关机构，打造一个

“单病种医师执业信用评价标准建设”，首
先将在“白内障”病种试点，随后逐步铺
开。通过互联网赋能，一方面推动医生回
归到以患者为中心，另一方面也能让患者
更好地“寻医就诊”。

2017年，中国医师协会就已经上线了
医师执业信用管理系统，希望通过“医师执
业信用积分”制度，为医师建立“执业信用

档案”，促进行业自律。而此次评价体系出
台，将在原有医师基本信息基础上，引入各
方评议，为患者展现一个更具行业公信力
的“寻医地图”。

根据初步计划，医师执业信用评价标
准将展示五个维度：基本信息（学历、职称、
等级、岗位、执业年限）、单病种服务能力
（手术时间、手术量、负责手术占比、术后随
访、并发症、技术创新）、同行评议（医师互
评、专家评议）、风险信息（五年负面医疗事
件记录）及患者评议（支持度、满意度、负面
清单）。

囊括诸多信用评价体系的线上平台，
犹如医疗界的“大众点评”。患者在就诊
前，可以翻阅医生信息，选择适合的医生，
未来也有望在平台上“挑选”医生，实现预

约和挂号。“推出医师执业信用评价标准，
为的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医生能够回
归临床、回归患者。”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
长谢启麟表示，让百姓实现从“病有所医”
到“病有良医”。

作为本次会议的承办方，同时也是信
用评价标准建设合作企业之一，微医集团
的CEO廖杰远对此充满信心。“当前，中
国有360余万执业医师，如果他们都加入
到执业信用评价体系中，那么就能绘就一
张中国医师‘信用地图’。”廖杰远说，由此
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诊疗环境。据了解，
当前，微医线上平台已集聚了来自全国
30个省市2700多家重点医院的29余万
医生。

微医携手中国医师协会 打造医疗界“大众点评”

目前,大治河排涝闸站改建工程已出现雏形。闸站主体施工至21.3米启闭机层，闸、泵室闸
门吊装完毕。该闸站为闸泵结合的综合枢纽，泵站排涝设计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大治河排涝闸站
现雏形

本报讯 6月27日，萧山高教园区
“宁聚蓝”平安联盟启动，这标志着宁围
街道“宁聚蓝”平安联盟品牌正式发布。

“宁聚蓝”平安联盟是什么？是
“平安宁围”建设深化和延伸的创新载
体；是凝聚一切力量更好地建设“平安
宁围”的创新载体；是“一所两中心”统
筹协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载
体。下一步，宁围街道将以高教园区

“宁聚蓝”平安联盟为样本，探索不同
领域不同片区的平安联盟组建模式，
共建共治共享蓝天下的平安宁围。

在启动仪式上，与会相关负责人
为5所高校蓝盾志愿者小分队授旗。
接下来，志愿者服务队将会开展一系
列心理疏导、宣传防范、平安巡防等志
愿服务工作。

作为萧山高教园区“宁聚蓝”平安
联盟形象大使，傅园慧虽然因为备战世
界游泳锦标赛无法到场，却为此专门录
制了视频。傅园慧倡议高校学生积极
加入平安联盟“蓝盾”志愿者服务队，为
平安联盟贡献自己的洪荒之力。

（童志辉 陈菲丽）

傅园慧助力“宁聚蓝”平安联盟品牌正式发布为患者绘制一个更具行业公信力的“寻医地图”

本报讯 6月26日，北干街道纪工
委联合街道妇联在区图书馆开展“清
风相伴·幸福同行”家庭助廉活动。街
道中层干部家属，各村（社区）书记、主
任、楼宇社区书记家属参加本次活动。

活动特邀区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
副主任傅立国作题为《以平淡之心努
力做好廉内助》的讲座。傅立国从我
区去年案件查办通报、作风建设领域
剖析、党纪处分案例解读、家庭助廉相

关要求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讲解，进一
步增强家属守好廉洁防线、做好家庭

“纪委书记”的自觉性。听完讲座后，与
会家属深入学习《清风相伴 幸福同行
——北干街道党员干部“廉洁好家风”
倡议书》，签订了《北干街道家庭助廉承
诺书》。会后，家属们走进美德档案展
示馆，认真聆听了环卫工人、医护工作
者、支教教师等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
深受感染和激励。 （张祥荣 吴瑾熠）

本报讯 6月 28日，益农镇组织
开展多项警示教育活动筑牢党员干部
廉政思想“防线”。

镇村干部约150余人赴省法纪教
育基地参观学习，依次参观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和

“清廉浙江勇立潮头”展区，接受廉政
警示教育洗礼。

“清廉益农，你我同行”主题廉戏下
乡巡演于当晚开场，500余名党员干部
群众接受了一场精美的廉政文化熏陶。

据悉，自“警示教育月”以来，益农
镇积极开展“十个一”警示教育活动，通
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干部家属

“廉”谊会、开展典型案例巡展、开设村
（社）一把手廉政宣讲等一系列廉政教
育，推动全镇上下形成向上、向善、向廉
氛围，使益农镇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认
清反腐形势，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思想防线，做到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 （来静怡 龚洁）

北干开展“清风相伴·幸福同行”家庭助廉活动

益农“警示教育月”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近日，萧山公交在通惠路
公交站举行反恐、消防突发事件“四联三
防”应急处置演练，借助公安专业力量开
展“联建、联保、联防、联控，防车辆冲撞、
防刀斧砍杀、防爆炸”等安全防范工作。

此次演练主要有两个大项，三个场
景科目。第一大项为反恐类防范处置，
包含两个场景科目，第一场景是“大门防
冲撞”，模拟一辆私家车驶入第一道门
禁，被保安拦住问询，因不配合检查提速
冲向第二道门禁杆的反恐应急处置；第

二场景是“大厅防砍杀”，模拟场景在公
交候车大厅一名乘客不配合安检，并将
包囊扔进候车大厅内，大喊“包里是炸
弹”，随后从身后拔出长刀冲进候车室，
向人群砍杀的反恐应急处置。第二大
项是消防类火警应急处置，面对公交车
自燃情况的应急处理，旨在测试安检岗
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及公司全员消防
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活动过程中参
与人员发现及时、反应迅速，操作熟练，
取得了预期效果。 （黄婷 郑柏峰）

萧山公交开展“四联三防”应急处置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