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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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8日 8∶30-16∶30
停北干变五中A746线电信
分支开G13人民法院：萧山
区北干街杭州市萧山人民法
院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停湘湖变施家C521线移
动开G13人民法院：萧山区
北干街杭州市萧山人民法院
及其周边一带。

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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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勤联A461线勤
联村1#变：萧山区党湾镇勤
联村1组.4组.21组一带；7∶
30-12∶00停勤联A461线勤
联村17#变：萧山区党湾镇勤
联村15组.16组.18组一带；9
∶30-16∶30停梅仙C790线
梅仙村13#变：萧山区瓜沥镇
梅仙村一带；8∶30-16∶30停
萧湖C449线压湖开G13机
场导航：萧山区闻堰街道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

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
15条的规定，现将弃婴、儿童

情况公告如下，请其生父母
或知情人在公告之日起60
天内前来我中心认领或与我
中心联系，逾期将依法送养
和依法给予收养登记。联系
电话∶82621753。
◇男婴（童）2016年9月2日
出生，2016年 9月 5日捡拾
于萧山区河庄街道新围村5
组1号。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8月15日

●遗失杭州龙元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唯信房产中介有
限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恒广劳务分包有
限公司法人章1枚，声明作废。

“刺激”、“惊险”
去“萧山第一漂”

试营业 7折优惠（漂流
时间每天下午2点）。地址：
萧山区河上镇大坞村；微信
电话同号：18967195168；景
区电话：0571-82105256。

厂房出租
所前镇金山村有单层钢

结构厂房出租，有衡车、总面
积 4320 平 方 米（90 × 48
米），交通便利，可做仓库、机
械企业等用，有需要请联系
电话：15658058967。

便民热线

启 事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8月19日 9∶00-12∶30停金河站金河六线、
金河二线：钱塘新区金色河庄小区。

商务资讯

房产信息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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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
晚潮时间
13:55
14:09
15:43
危险

高潮位
(米)
5.40
5.30
5.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17日
早潮时间
01:05
01:17
02:46

高潮位
(米)
5.90
5.80
5.45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増价拍卖方式对下述房屋租赁权
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拱秀路187至201号原杭州德阳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部分房屋（-1层A1、1层B1/B2/B3、2层C4
及附房），建筑面积约5310.55平方米（详见杭萧审资评报字
【2019】第0070号评估报告），起拍价699万元/3年，拍卖保证
金100万元。

特别提示：拍卖标的提供的建筑面积仅供参考，具体以移
交时实际现状为准。委托方对成交标的的经营项目有业态限
制，经营范围须符合国家政策、地方法规及环评要求。标的租
赁期为5年（以与委托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之日起计算）。
拍卖成交价为前3年租金，3年租金一次性收取；第4第5年的
年租金按前3年成交价的年平均价递增3%，两年租金一次性
收取，先付后用。标的房屋租赁具体条款和相关事宜以成交后
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9年8月26日14:30；在萧山区新
世纪广场C座805室（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举行拍卖会。

三、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全社会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年
满18周岁）均可报名参加竞拍。

四、标的物咨询展示：2019年8月16日至2019年8月23

日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
五、拍卖保证金交纳：
拍卖保证金请汇入（户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保证
金须确保在2019年8月23日下午16时前到达指定账户（保证
金不计息）。

六、报名时间、地点：2019年8月22日、23日（09:00-11:
30、13:00-16:00）在萧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萧山区市
心南路133号）。

七、报名手续：报名时：企业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
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凭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同时提供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未尽
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标的看样电话：沈先生 8230216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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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拟对2019年基建维修监理项目向社
会公开招标。监理范围为公司所辖各库（站），参
与投标单位具备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房建工程
监理乙级及以上，项目负责人具备房建工程注册
监理工程师。

报名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7日（工作时间）。

报名地址：萧山区市心中路819号绿都世贸
写字楼10楼（综合财务室），联系人：李小姐，联
系电话：0571-82373982。

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博望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本公司拟对2019年基建维修项目向社会公
开招标。项目地址：所前、临浦、瓜沥、新塘、义蓬
等，参与投标单位资质不得低于三级，建造师不
低于二级。

报名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7日（工作时间）。
报名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72号天辰国际5

幢1002室。
联系人：王先生，电话：0571-82759133

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龙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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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拟对电脑、空调、监控系统改造、活动
钢棚、粮食加工设备改造、空气呼吸器维护检测、
检化验设备、真菌毒素检测仪、输送设备、仓储设
施（PEF板等）、粮用器材等进行公开招标，请符
合相应资质的供应商（公司）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9年8月26日至27日（工作时间）。

报名地址：萧山区金城路433号天汇园1幢
A座5楼，范小姐0571-83881208。

杭州萧山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博望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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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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张颖

“办理军龄抵扣养老保险，现在只要
到村退役军人服务站就可以，不出家门
就能办好。”戴村镇石马头村的洪大叔
说，以前他要跑退役军人事务局、区社保
中心、区人武部等多个部门，来来回回得
好几趟，很费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

让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办事方便了许多。”
截至8月12日，萧山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军龄视同缴费年限“就近办”已办理
140件。今年萧山全力打造区、镇（街
道）、村（社区）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
系，就地就近服务退役军人。目前，依托
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
系统，萧山已建成“村社区登记，镇街汇

总上报，区服务中心统一受理”的三级服
务网络，信息采集、完善信息、档案查询
等均可以在三级服务网络中互动完成。
对于个别行动不便的老兵，可以通过电
话申请，由村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上门
服务，甚至做到了“零次跑”，免去了退役
老军人的奔波之苦，增强了广大退役军
人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就地就近服务退役军人 萧山打造三级保障体系

■记者杨圆圆通讯员刘凯航

本报讯 一周前，义桥镇召开季度点
评，公布村社工作“红黑榜”。这是村干部

们每季度最紧张的时刻，通过对基层党
建、控违拆违建房管理、环境卫生、网格管
理等十个方面进行考评打分，最终综合加
权得分8分以上（含8分）的进入红榜，5分
以下（含5分）的进入黑榜，上黑榜的村干
部会受到预警提醒，并限期整改，在全体
村干部面前“红脸”“出汗”。

义桥有“红黑榜”，河上近日也出了村
社“红黄黑榜”。定期给村干部工作打分
考核，已成为不少镇街、平台的新手段。

为了进一步抓好防控和管理，我区今
年建立了“ABC”分类预警机制，重点排查
村社干部不胜任、不作为、不规矩问题。
据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介绍，上半年开展
的“村级班子优化提升行动”中，我区累计
调整村社干部39人。

村社干部“ABC”分类预警，围绕村社
干部政治规矩、履职规范、纪律规定、作风
形象和创业发展等5个方面15条内容，对
照履职标准，排查负面清单。该清单内容

包括“慵懒散漫”、对群众诉求推诿敷衍、
村级工作制度流程不规范、财务制度不规
范、班子内部互相拆台、道德行为不端等。

“建立预警机制，就是要将隐患提前
扼杀在摇篮里。”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说，
这样的机制有助于规范村社干部的行为。

为了给村社班子挨个评级打分，我区
对涉及村社干部的问题隐患线索进行排
摸和收集。然后，综合线索来源、情节轻
重、社会影响等，对村级班子成员进行精

准“画像”，并结合“ABC”分类预警参考标
准,做好预警级别的划分。

据悉，“ABC”预警由弱到强。被预警
的村社干部要根据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要
求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改举措，预警帮教期
内已整改到位的，即解除相应预警；对整
改工作开展不力的，将结合实际上升预警
级别；对拒不整改或长期整改效果不佳的
村社干部，将及时采取歇职教育或待聘、
降聘等组织处置手段加强警示。

村社干部实施分类预警 上半年调整39人

昨日，浦阳江中元河灯文化节暨2019进化镇文化遗产保护主题展在沈
家渡村永思堂、祠堂广场、浦阳江游步道进行，村民们一起祭先祖、放河灯。

记者唐柯首席记者范方斌通讯员张帆摄
河灯节

■记者靳林杰

本报讯 昨日，区人大常委会在闻堰
街道开展农业农村工作专业代表联络站
接待活动，重点讨论优化国土空间资源配
置工作情况，听取了闻堰街道相关工作情
况汇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沃岳兴参
加。

“要加大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村级留
用地要真正落实到位以加强村级集体经
济保障”……在接待活动现场，来自闻堰
街道的议政代表和部分人大代表畅所欲
言，谈问题、提建议，反映百姓心声。区发

改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经信
局、规划资源萧山分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现场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复，
并表示会做好相应服务工作。

沃岳兴表示，各位代表会前充分收集
民意，并认真思考，梳理出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和共性问题，提出了很多针对性
的意见，能有效推动民生问题得到解决，
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下一步，各
相关部门要做到上下呼应，对代表们提出
的意见建议进行总结，结合萧山发展规划
要求，化为政策或下一步工作举措，推动
问题解决，提升百姓的满意度。

■记者金建武通讯员严彬彬

本报讯 昨日，我区举行庆祝2019
年“中国医师节”活动。区领导赵文虎、董
华恩、陈琴箫参加。

活动现场，区领导分别向萧山区“十
佳住培带教老师”“十佳住培医师”“最美
医师”获得者颁奖。

医护卫生工作者代表讲述了自己参
加医疗帮扶、救治急难病患的经历。他们
表示，将继续忠诚地守护萧山人民的生命

健康，以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用智
慧和汗水谱写服务人民群众的壮美乐章；
时刻铭记治病救人的医者初心，在从医的
道路上矢志不渝，坚守救死扶伤的医者仁
心，不仅有高超的技术，更有高尚的品格，
不仅要治病救人，更怀悲天悯人之心，为
患者送去关怀和温暖；继续保持精益求精
的医者匠心，在医学领域追求完美，不断
提升自我，勇攀医学高峰，为健康萧山建
设再立新功。

我区举行庆祝“中国医师节”活动

区人大开展农业农村工作专业代表联络站接待活动

■通讯员孙宇飞记者吴瑾熠

本报讯 日前，区城投集团开展“党
建下工地，关爱‘小候鸟’”活动，通过项目
参观、知识课堂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让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小候鸟们”，
感受到了城投这个大家庭的热情和温暖。

“小候鸟们”先后参观了杭州火车南
站和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参观结束后，区
城投集团在杭州湾智慧谷召开了城市建

设工程知识讲座，向“小候鸟们”介绍了集
团工程项目，具体讲解了桥梁、安置房、道
路等工程的建设过程。活动最后，还给

“小候鸟”赠送书包、文具等纪念品。
每年寒暑假，区城投集团都会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小候鸟”夏令营活动，为他
们开设爱心活动室和阅览室，邀请员工家
属到施工一线与其团聚，促进外来务工人
员和子女之间的亲子交流。

区城投集团开展“党建下工地 关爱‘小候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