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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连锁便利店垃圾分类做得如何
萧山来了场突击检查 发现行动落实不够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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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8∶30-16∶30
停八都C985线40#杆（三头
村3#变令克）：萧山区戴村镇
三头村3组等一带；8∶30-16
∶30 停八都 C985 线 80/03/
04#杆（八都村12#变令克）：
萧山区戴村镇八都村12组等
一带；8∶30-16∶00 停石盖
C982 线 27/11#杆（石马头
9#变令克）：萧山区戴村镇石

马头9组等一带；8∶30-13∶
30 停恒达 C135 线义南村
13#变：萧山区靖江街道义南
村一带；8∶30-13∶30停永涛
C138线伟南村6#变：萧山区
靖江街道伟南村一带。

●遗失瓜沥镇世安桥村1组
倪勤峰农村农民建房呈报表
及批准书，批准文号：萧农建
［2017］020066号。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良种场
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代码：

42101，号码：1654072479、
1654072482，声明作废。
●遗失徐悦浙江省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3300162350，
号码：17051287，声明作废。
●遗失傅胜明、周丽航浙江增
值税普通发票第2、3、5联，代
码：3300162350，号码：07614
644，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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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东灵路北伸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
调整相关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7月16日0时起至8月20日24时止，新港路
（申达路—官界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
一切机动车通行。沿线单位车辆服从指挥缓慢通
行，过境车辆请提前绕行至申达路、伟神路、官界路、
永东线。

二、非机动车和行人请在施工区域预留通道内
通行。

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作调整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另行发布通告。请广大机动
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并
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公安分局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人民政府

2019年7月11日

关于东灵路北伸工程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芝云金属材料经营部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2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8TBHJX2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1
枚，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芝云金属材料经营部 2019年7月12日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7月 15日 9∶00-17∶30停 10kV闸湾A2881

线（闸安站-湾学站）、10kV湾学站新小一线、、新幼
一线、10kV义和A55线（湾学站-2345开关）、湾学
站8#间隔、湾学站9#间隔：钱塘新区新湾街道新湾
第二幼儿园、新湾小学一带；9∶00-17∶30停10kV
江围0316线新江村1#变低压、新江村9#变低压、新
江村12#变低压：钱塘新区河庄街道新江村一带；9∶
00-17∶30停10kV钱印0509线新东村3#变低压、
江东村13#变低压：钱塘新区河庄街道新东村一带。

减资公告
经杭州晴功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

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1008万元减至1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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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晴功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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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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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晚潮时间
22:45
23:05
01:09
危险

高潮位
(米)

4.30
4.30
4.6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13日
早潮时间
10:00
10:20
12:18

高潮位
(米)

4.60
4.60
5.00

根据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7月12日至2019年7月22
日在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东大厅、新塘街道办事处宣传栏、
金家浜社区宣传栏、琴山下社区宣传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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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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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97923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373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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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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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D-27
D-33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4
D-47
D-49
D-50

XSCQ2711-G1-16
XSCQ2711-B1/B2-17
XSCQ2711-G1-18
XSCQ2711-R22-19
XSCQ2711-A9-21
XSCQ2711-R2-22

XSCQ2711-B1/B2-23
XSCQ2711-A33/S42-26

XSCQ2711-R2-28
XSCQ2711-G1/S42-35

XSCQ2711-G2-36

用地性质

公园绿地
居住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居住用地
消防设施用地

旅馆用地
公园绿地

批发市场用地
宗教用地
防护绿地

社会停车场用地
公园绿地

商业商务用地
公园绿地

服务设施用地
宗教用地
居住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中小学兼容社会停车场用地

居住用地
公园绿地兼容社会停车场用地

防护绿地

用地面积
（公顷）
0.21
5.51
4.09
0.24
0.31
0.13
2.38
0.94
0.97
3.74
2.05
1.07
0.77
0.64
0.97
1.74
1.19
0.48
0.40
4.33
4.09
2.59
2.77
1.97
0.76

容积率

/≤2.5≤2.0≤2.3≤1.8≤2.0≤2.2≤1.0≤2.2
/≤2.0≤0.8
/
/
/≤2.2
/≤1.5
/≤2.6≤2.0≤1.0≤2.6
/
/

建筑密度
（%）

/≤25≤50≤35≤35≤35≤30≤25≤35
/≤40≤30
/
/
/≤35
/≤40
/≤22≤50≤30≤22
/
/

建筑高度
（米）

/≤80≤60≤60≤50≤60≤60≤25≤40
/≤50≤12
/
/
/≤40
/≤36
/≤80≤60≤24≤80
/
/

绿地率
（%）

/≥30≥15≥25≥30≥30≥30≥30≥25
/≥25≥35
/
/
/≥25
/≥25
/≥35≥15≥35≥35
/
/

备注

现状保留

公

示

萧山城区蜀山单元XSCQ2711-R2-22、XSCQ2711-R2-28等地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XSCQ2711-R2-22地块规
划范围西至通惠路，北至规划XSCQ2711-B1/B2-17商业商务地块及XSCQ2711-G1-16公园绿地，南至规划支路，东至规划大
通路。XSCQ2711-R2-28地块规划范围西至规划大通路，南至南环路，北至XSCQ2711-A33/S42-26规划小学地块，东至规划
通城快速路沿路绿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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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摄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如今，行走在萧山的街头、地
铁站、小区，常看到全家、十足、罗森等各
式各样的连锁便利店，这些便利店内的盒
饭、熟食、沙拉、冷饮等深受年轻上班族的
喜爱，24小时的营业模式也为周边居民带
来了很大的方便。

那么，这些每天人流量较大的连锁便
利店，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顾客吃剩的
盒饭、沙拉，是如何投放的？

昨天上午，区城管局对十足（拱秀路
店）、罗森（潘水路店）、全家（旺角城店）这
三家知名连锁便利店的门店进行了突击
检查——

十足（拱秀路店）现状：店门口屋檐下
设置了一个灰色垃圾桶，没有明显分类标
识，内部垃圾混投；店内员工用品清洁区，
摆有一个灰色无盖垃圾桶，没有明显分类
标识，里面的垃圾也没有分类。

然而，早在6月，区城管局就已经对十
足（建设四路店）未按要求设置生活垃圾

收集容器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为该便利连
锁企业在萧的30家门店安排了一堂垃圾
分类知识讲座。

经询问，店员表示，知道要“垃圾分
类”，但行动还没落地。

罗森（潘水路店）现状：在店内员工区
设有一大一小两个灰色垃圾桶，在顾客就
餐区设有一个木质垃圾箱，内有一个灰色
垃圾桶。店内垃圾桶均无明显分类标识，
存在混投情况。

全家（旺角城店）现状：在店内设置有
两个灰色垃圾桶，没有明显分类标识，且
存在混投现象，香蕉皮、食物残渣和包装
纸、纸杯等混杂在桶内。

这次突击检查发现，这些连锁便利店
知道要垃圾分类，但行动落实不够，不仅
无法从源头实现分类，更会影响居民的垃
圾分类积极性。

为进一步督促店家规范配置生活垃
圾收集容器、提升广大市民分类意识，昨
天，执法人员对这三家便利店的情况进行
拍照取证，并开出《责令改正通知书》和

《接受调查处理通知书》，要求店家前往属
地中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记者了解到，随着杭州市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杭州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的决定》，更严格、更符合实际的
《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即将施行，萧
山人的垃圾分类已走入“全民分类”时代。

今年以来，区城管局共已查处垃圾分
类案件241起，对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动
真格。其中未按要求设置生活垃圾分类
容器的有138起，超过50%。仅1日—11
日，共查处垃圾分类案件40起，其中未按
要求分类投放7起，未按要求清洁维护6
起，未按要求设置生活垃圾收集容器25
起，未监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2起。

垃圾分类设施是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的首要前提，更是引导居民共同参与分类
的重要保障。希望店家能够积极行动起
来，根据店内实际垃圾产生情况，及时配
备充足、规范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并担
负起管理责任人的义务。

执法队员检查店内垃圾分类情况

萧山旗袍会近日开办“美丽课堂”，分享旗袍文化。记者丁毅摄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徐锋

本报讯 近日，区残联组织开展
主题为“赢在形象 胜在礼仪”服务礼
仪专题讲座，讲座特邀萧山二职高级
礼仪培训专家戚凤英老师授课。

结合大量事例，授课老师从什么
是礼仪、礼仪的原则、服务意识等方
面对公职人员应具备的礼仪知识进
行深入浅出讲解。老师强调要学会
控制情绪，得体的服务礼仪有利于树

立机关工作人员的良好形象。
授课老师对职业魅力三要素进

行重点解读，同时对仪容仪表、语言
谈吐、美姿美仪等规范动作进行示
范，并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了鞠躬
礼、欠身礼、点头礼、四方向指示礼等
基本礼仪动作。

本次讲座进一步提高了机关工
作人员礼仪和职业素养，为转变机关
工作作风，塑造良好形象，更加文明
地服务残疾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杨海波

本报讯 为关心关爱老年朋友，
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近日，区红十
字养老志愿服务总队的志愿者走进
义桥镇老年颐乐园，为住在那里的老
年人带去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也进一
步弘扬和传播了“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

志愿者们一到老年颐乐园就忙
碌开了，演出人员开始准备化妆，其

他志愿者则把老人们接到演出现场。
本次义演活动，志愿者们给老人

带去了越剧、萨克斯演奏、舞蹈、莲花
落、少儿拉丁舞、魔术表演等精彩节
目，最后在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中
落下帷幕。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片欢声笑
语，台上精彩的演出给台下的老人们
带去了阵阵笑声。老人们希望今后
能有更多这样的活动走进老年颐乐
园，丰富晚年生活。

区红十字养老志愿者慰问老人

区残联组织机关服务礼仪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