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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不动产权证书1本，证
号：浙（2017）萧山区不动产权
第0087823号，持证人：俞佳
明、蔡燕华，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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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7∶30 停传雅
C173线 26#杆（杭州众木机
电令克）：萧山区义桥镇杭州
众木机电一带；8∶30-14∶30
停通惠变宝盛C777线新安
分支开G13新安寓3#公变：
萧山区北干街道新安寓小区

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
停歌剧C764线银河小区16#
公变A路低压出线开关：萧
山区北干街道银河小区29幢
30幢及其周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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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房招租
萧山瓜沥临港工业园厂

房出租，最好做钣金、不锈
钢，激光切割。可租面积约
6000平方米，具备进场生产
条件，年租金面议。

房东：13588774838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

启 事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7月11日 9∶00-17∶30停10kV河塘站同一（11）分线：钱塘新区

同一村、中达卫浴、晨力纺织、百威针织、虹欧塑业一带；9∶00-17∶00
停10kV河塘站同一（11）分线：钱塘新区同一村、中达卫浴、晨力纺织、
百威针织、虹欧塑业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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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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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
晚潮时间
19:30
19:46
21:30

危险

高潮位
(米)

4.20
4.20
4.4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
仅供参考。

7月11日
早潮时间
06:12
06:27
08:07

高潮位
(米)

5.20
5.20
5.40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萧山城区上湘湖单元XH0203-A33-40地块（湘湖公学项目）位于湘湖旅游度假区，东、北至居住用地，南至湘师路，西至规划

沿河绿地。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建议指标

地块编号

XH0203-A33-40

用地性质

中小学用地

用地面积（公顷）

2.76

容积率

≤1.2
建筑限高(m)

24

建筑密度(%)

≤40
绿地率(%)

≥30公

告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7月10日至2019

年7月19日在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东大厅、湘管委、闻堰

街道办事处宣传栏、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7月19日前来电或书面意见

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2899240 82899559

地址：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号（科技创新中心B楼）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395025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www.hzplanning.

gov.cn/（注：如有对公示内容不清楚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7月9日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系萧山区宁围街道办事处下属全额财政补
助事业单位。为满足街道工作需要，宁围
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近期选用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1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用人数
全额事业编制工作人员1名，从事街

道工作。如果报名人数不足1:3时，取消
选调名额。

二、选用范围
萧山（不含大江东）行政区域范围内各级

财政全额补助事业单位在编在职工作人员。
三、资格条件
1、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政治立

场坚定；
2、工作勤奋，表现突出；
3、团结协作精神强，作风正派，清正廉洁；
4、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5、要求户籍在萧山（不含大江东）；
6、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满3年（计算

时间截至2019年7月10日），且历年年度

考核均在合格及以上等次（试用期除外）；
7、要求男性，且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

（1984年7月10日以后出生）；
8、形象端正，身体健康。
四、选用办法
本次选用工作按公开报名、资格审查、

面试、考察、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公示、办
理商调手续等程序进行。其中根据面试成
绩，按选用人数的1:2比例确定考察对象。

1、发布公告：在萧山网等媒体及宁围
公众号发布选用公告。

2、网络报名时间截止2019年7月17日；
纸质材料递交时间：2019年7月19日

（8时30分至17时）。
3、报名方式：采用网络报名方式，报名

人员可在萧山网—宁围网—公告栏上下载
《萧山区宁围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选用工作
人员报名表》，按要求认真填写后传至指定
邮箱（657189007@qq.com）,经网络报名
通过资格初审后，及时递交纸质材料，需准
备以下材料：

（1）报名表（需加盖单位公章）；
（2）学历、学位证书原件；
（3）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4）录用审批表（如有任职文件请提

供）及近3年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5）近期正面1寸免冠彩照2张；
（6）有关获奖证书等。
4、报名地点：萧山区宁围街道组织办

（宁围街道办事处303室）。报名人员提交
的报名信息和材料必须真实、准确、有效。
凡提供虚假材料获取报名资格的，一经查
实取消资格。选用对象的资格审查贯穿选
用工作全过程，任何环节审查出不符合参
选要求的取消选用资格。

5、面试、考察等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五、本公告由萧山区宁围街道党建办

负责解释。联系人：韩亚萍，联系电话：
82876952。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宁围街道办事处
2019年7月10日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办事处关于选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告

文/摄 记者 项亚琼

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城市
停车资源越来越稀缺，找停车位成了伤脑
筋的事。为改善静态交通，我区通过合理
利用场地等举措，深挖停车资源；大力开
发地下空间，建设地下公共停车场等，今
年城区将新增1400余个公共停车泊位。

整治“私人车位”还之于民

近日，城管临浦中队在对集镇道路开
展环境整治时发现，不少商店门前的公共
车位上都被安装了地锁。其中，峙山西路
某酒店门前的公共车位，竟被人装上了十
余个地锁。

这些公共车位本是临浦镇政府在前
期环境整治时施划的，用于缓解峙山西路
两侧的停车难问题，现在却成了商家招揽
生意的“私人车位”。这种行为既非法侵
占公共资源，又存在安全隐患，饱受周边
居民诟病。

执法队员对安装地锁的商户逐一登
记，通知其限期自拆。大部分商户很配
合，及时进行了整改，但仍有少数商户
置若罔闻。对此，临浦中队联合镇政府、
交警等部门，对东藩路、峙山西路沿线的
地锁进行了集中拆除，将11个被非法侵占
的公共停车位还之于民。

在挖掘公共停车资源方面，瓜沥镇的
做法收效也很明显，共改造提升10个停车
场新增552个公共停车泊位，其中一些停
车场来自于之前的违建场地和荒废区域。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在营造整洁市容环境的同时解决困扰
居民已久的停车难题，前期，区城管局瓜
沥中队积极配合瓜沥镇政府，主动深挖停
车资源，一方面在拆除违建后及时与镇政
府对接，另一方面通过清理垃圾、重新规
划，对一些荒废区域进行合理改造，最终

实现了停车资源的整合再利用。
结合日常管理中收集的群众诉求，瓜

沥中队还陆续在集镇主要道路两侧人行
道增添了150余个停车泊位，并向周边商
户和居民发放温馨告知书、加大违停执法
力度等手段，堵疏结合、双管齐下，逐渐引
导居民规范、有序、文明停车。

10个项目缓解停车难

除了相关属地中队配合镇街深挖停
车资源，作为停车资源较为紧张的城区，
每年也通过不断推进公共停车泊位建设，
深挖资源，创新举措，为城市增添更多的
停车泊位。

与此同时，我区还加快建设智慧城市
停车诱导系统，用智慧手段缓解道路通行
压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在建设三路与杨时路交叉口，记者看
到一栋地下1层、地上6层的自走式停车
楼已拔地而起。它占地面积31500平方
米，能提供500个停车位，是萧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公交首末站及停车场项目，于去

年3月开工建设，是全区第一个自走式停
车楼项目。这种自走式停车楼里，车辆可
以沿着坡道自行行驶到不同楼层选择泊
车位。

据了解，今年我区计划完工公共停车
场（库）项目5个，分别为：杭二中钱江世纪
城校区地下停车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交首末站及停车场、南都小学新建工程
地下停车场、湘湖初中迁建工程地下停车
场和汇宇幼儿园地下停车场，共计停车泊
位1428个。

今年新开工及续建项目5个，分别为：
市北东小学地下停车场、南都幼儿园地下
停车场、萧山区人民广场地下空间开发工
程停车场、盈丰路停车场和信息港中学地
下停车场。

截至目前，计划完工的5个项目中有
2个已完工，分别是杭二中钱江世纪城校
区地下停车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交
首末站及停车场，完成公共泊位建设780
个，其他3个项目共含停车泊位648个，将
于年底完工；另外，5个新开工及续建项目
目前均已开工。

拆除私设地锁 合理利用场地 深挖停车资源

今年萧山新增1400余个公共停车位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葛舒依

本报讯 近日，杭州蒲公英公益
服务中心一行10人来到戴村镇骆家
舍村，看望洪玉仙母子。

当天上午8点半，志愿者们分别
从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和义桥出发，到
达洪玉仙母子家中，送来了康复床和
床垫。原来，洪玉仙老人的儿子瘫痪
在床多年，这两年老人的身体大不如
前，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蒲公英公益
服务中心从2017年起与母子俩结
对，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他们，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要是能有一张康复床就好了，

给他翻身就省力多了。”洪玉仙老人
无意中的一句话，志愿者们记在了心
里。老人的心愿我们来圆，购置好了
康复床后，志愿者们便“送货上门”。
搭建康复床最是耗时，志愿者们不辞
辛苦，在狭窄的房间内安装起来。众
人齐心协力，一张舒适的康复床终于
搭建完成。

完成了洪玉仙母子俩的心愿，志
愿者们还送上了爱心款，让这户特困
家庭平安度夏。

改造后的田园广场停车场改造后的田园广场停车场

■文/摄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戚天琪

本报讯 欢欢和乐乐是一对龙
凤胎，2015年出生在萧山医院，因为
早产，先天发育不良，父母得知病情
后将他们遗弃。公安部门几经查找，
其父母仍下落不明，爷爷和外公明确
表态不愿抚养，孩子们被送到区社会
福利中心暂时寄养。哥哥取名为萧
欢欢，妹妹取名为萧乐乐，寓意两个
宝贝能欢乐成长。

考虑到孩子将面临上学等问题，
区民政局向法院申请转移两名孩子
的监护权，2017年6月确定区社会福
利中心为两名孩子的监护人。

今年5月，萧山首届“宝贝回家”
爱心共养活动启动，区社会福利中心
的“乐乐”有了新妈妈方钟琴。虽然
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考虑到欢
欢，福利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方钟琴都
不忍心拆散这对兄妹，大家一致认
为，由方钟琴从亲朋好友中再寻找一
户爱心家庭和欢欢结对是最好的方
案。这样一来，兄妹俩可以一起活

动，相伴成长。
好消息很快传来，方钟琴的朋友

金红红听说有“爱心共养”活动，很感
兴趣，方钟琴当即带着她来到福利中
心与兄妹俩见面。从此，欢欢和乐乐
有了两位新妈妈。

上周末，两位妈妈将两个宝贝接
回家，让兄妹俩体验了真正的家庭生
活，先是带他们去游乐场玩耍，回家
后讲绘本故事，还烧了一大桌子家常
菜，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让欢欢和
乐乐感受了家的温暖与快乐。

“宝贝回家”爱心共养活动

福利中心的乐乐在新家感受温暖

蒲公英公益情系特困群众

欢欢与乐乐感受家庭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