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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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于国平执法证，证号：
0107062017080241，声 明
作废。

●遗失杭州小奇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财务章1枚，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8月20日 9∶00-14∶00
停东村A488线益农村 11#
变：萧山区益农镇益农村一
带 ；8∶30- 13∶30 停 官 一
C944线众力村4#变：萧山区
益农镇众力村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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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萧
山区瓜沥镇沿塘村3组，8组，
12组一带；8∶00-17∶00停信
谊村10#变综合柜低压A路、
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
所前信谊村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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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资讯

房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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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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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早潮时间
01:05
01:17
02:46

高潮位
(米)
5.90
5.80
5.45

减资公告
经杭州金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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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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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8月26日 8∶30-13∶30停大义C853线大义村2#

变：萧山区瓜沥镇大义村一带；9∶00-14∶00停红友A696
线麻站公变：萧山区瓜沥镇人民路一带；7∶30-17∶30停勤
联A461线勤联村13#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19组.20
组.新农村一带。

8月27日 8∶00-13∶30停黎蓬A814线横蓬村12#
变：萧山区南阳街道横蓬村一带；7∶30-17∶30停红界
A472线勤联村6#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6组.8组.12
组.13组一带；7∶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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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7∶30停苎
东C260线67/B13/06#杆（杭州萧山利达纺织服饰令克）：
萧山区临浦镇杭州萧山利达纺织服饰等一带；8∶30-17∶
30停苎东C260线67/B15/05#杆（邦磊汽配令克）：萧山
区临浦镇邦磊汽配等一带。

8月28日 7∶30-17∶30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8#
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6组.一带；7∶30-17∶30停勤联
A461 线勤联村 12#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 22组.24

组.20组.一带；7∶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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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9日 8∶35-16∶30停万雷C886线科雷开G22
南岸明珠：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同赢物业管理等一带；7∶
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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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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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 8∶35-16∶30停建德A840线科雷开G16
博顿生物：宁围街道博顿生物检验技术等一带；7∶30-17∶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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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30停勤联A461线勤联村11#
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22组.19组.15组一带；7∶30-17∶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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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5∶30停云飞A357线云飞开07/A04#杆
（王家闸1#变令克）：萧山区进化镇王家闸1组等一带。

8月31日 7∶30-1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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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日 7∶30-17∶30停靖镇A325线花神庙村8#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花神庙社区19组一带。

8月26日 17∶00-17∶30停10kv十桥317线
后段：钱塘新区大江东天潮水产（十、十二、十四）、
国亚水产（一、二）、国联农业、天海饲料、浩然纺织、
浩然纺织（宿舍变）一带。

8月27日 5∶00-22∶00停10kv铁塔295线：
钱塘新区大江东盛达江东铁塔；5∶00-22∶00停
10kv宏图297线：钱塘新区大江东宏图锦纶；5∶00-
22∶00停10kv东铝299线：钱塘新区大江东东南铝
业；5∶00-22∶00停10kv永铝309线：钱塘新区大江
东东南铝业；5∶00-22∶00停10kv启莫291线：钱塘
新区大江东阿斯莫公司；5∶00-22∶00停10kv晶鑫
293线：钱塘新区大江东晶鑫科技（双路单侧）。

8月28日 8∶15-8∶45停化工303线：钱塘新
区大江东青龙化工、泰谱环境、金丰环保科技、钱浪
涂料、新龙化工、恒龙化工、力禾颜料、荣彩实业、帝
景化工、江东农场开发、楼塔村经济合作社、楼塔
（雪湾）、楼塔垦种（四）、楼塔镇人民政府围垦区域；
8∶15-8∶45停10kv十桥317线后段：钱塘新区大
江东天潮水产（十、十二、十四）、国亚水产（一、二）、
国联农业、天海饲料、浩然纺织、浩然纺织（宿舍变）
一带；9∶00-17∶00停110kv丰乐变华药J045线：
钱塘新区大江东华东医药。

8月30日 9∶00-17∶00停110kv丰乐变东医
J046线：钱塘新区大江东华东医药。

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维修保障基地项目地块选址项目位于瓜沥镇新港村及三岔路村，规划范围 东至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及农居用房，南至机场快速路，西至已建企业及农居用房，北至空地及农居用房。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地块

地块A-
地块B

用地性质

一类工业用地（创新型产业）M1（创）
一类工业用地（M1）

用地面积
（公顷）
4.14
5.22

容积率
—

≤2.3
≤2.3

建筑密度
（%）
≤45
≤50

建筑限高
（米）
≤38
≤38

绿地率
（%）
≥20
≥15

备注公
示
说
明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8月19日
至2019年8月28日在瓜沥镇人民政府、萧山办事服务
中心瓜沥分中心大楼2楼办事大厅、新港村、三岔路村
村委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及萧山日报进
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建议与意见。如有意见及
建议，请于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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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9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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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89131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www.hz-

plan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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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

■记者 吴瑾熠

8月15日下午，在广泽小区蓝领公寓
一楼大厅，8家单位代表为102位蓝领工人
们进行了选房，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我们蓝领工人终于可以搬新家了！”

据悉，广泽小区蓝领公寓由广泽小区
84号楼改建而成，是萧山首批启动租赁受
理的蓝领公寓项目之一，此次选房标志着
蓝领公寓筹建工作已从建设阶段向分配使
用阶段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最低月租为660元

前几天，记者去广泽小区看了看。公
寓很好找，位于萧山区新塘街道育才路王
有史村，坐412路公交车到王有史站下车，
走60米左右就到了。附近有三处公交车
站，分别有4条线路，离地铁口2号线曹家
桥站约1公里，去哪儿都很方便。不想走，
也可就近借一辆小红车，公寓入口有配套
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小区内还有电动车
充电停放设施。

走进广泽小区蓝领公寓，负责开发建
设和分房的区城投集团负责人介绍，房屋
内面积有18平方米至37平方米不等，客
厅厨房为公用，面积不计入房屋内。根据

房间大小，月租为660元至1356元不等，
租金不包含物业管理费和公共能耗费。

为了保障居住安全，每个房间还安装
了智能电子锁，并在一楼大门出入口设置智
能化管理系统，租户可仅凭身份证进出房
屋，入住人员信息也与公安平台对接，实现
数据共享，这条件比一些老小区还要高级。

萧山城市固废清洁直运有限公司从事
清洁工作的陈先生就一直期盼着能早日住
进新房。分房那天，陈先生也去围观了。

“那房子真的很漂亮。”陈先生一脸羡慕地
说，小区由68幢多层、15幢高层以及一个
幼儿园组成，蓝领公寓就由其中的84号楼
改建而成，统一干净的白墙，大气漂亮的外
观，“房间里的家具也很齐全。每个房间内
都有标配板式床、床头柜和衣柜，还设置了
单独电表，价格也便宜，比我们以前租的城
中村的房子好多了。”

陈先生说，他现在基本收拾好行李，就
等对接好入住人员房源信息拎包入住了。

哪些人可以申请？

那么，这些蓝领公寓如何申请呢？记
者从区住建局得知，今年萧山将根据《杭州
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蓝领公
寓筹集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进行筹集、配租。
根据《通知》，萧山蓝领公寓的申请对

象是为萧山提供物业、餐饮、保洁、保安等
基础服务的单位。也就是说，如果从事这
些行业的工人想申请公寓，得先到本单位
报名，然后由本单位统一提出申报，帮忙申
请，“一个人或者一批人都可以，由单位统
一办理，每次人数不限制。”萧山区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说，第二批租赁者的具体申请
时间可关注萧山区人民政府网上的公告或
者萧山日报，预计在10月底。

需要注意的是，申请人必须是户口不
在杭州，但持有《浙江省居住证》或居住登
记受理证明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且满足“正
常缴纳社会保险金，以及申请人及其家庭
成员在杭州市区无房（含直管公房）”等条
件。其中，入住申请人的家庭成员仅包括
配偶和未成年人子女。

蓝领公寓怎么使用？《通知》也有具体
规定：蓝领公寓专项用于租赁，统一纳入杭
州市租赁监管平台，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
质，不予办理产权登记，不得转让、抵押，不
作为办理落户、入学等手续的依据，因城市
规划建设需要提前拆除的，应无条件拆除，
不作任何补偿和安置，并在租赁合同中对
上述事项进行了明确。

萧山首个蓝领公寓即将迎来首批租客

昨天，不少市民来到戴村镇沈村的天然泳池，嬉水觅清凉。 记者 唐柯 摄嬉水觅清凉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黄丹青

本报讯 日前，萧山（河上）新材料
产业园规划评审会在河上召开，在对
项目背景、产业基础、空间布局、土地
利用等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后，对现状
问题提出树立特色风貌、完善支撑配
套、新旧动能转换三大提升方向。预
计到明年底完成全部改造提升，新材
料产业园将成为整体景观优、配套设
施好、创新能力强的高新智慧园区。

新材料是河上的产业名片，这个
落户河上的萧山新材料产业园自签约
起就受到多方关注，重点围绕萧山“1+
4+X”的发展布局，坚持以“高端装备
新材料”为主，“汽车新材料、医用新材
料”为辅的1+2产业定位，全力打造新
材料产业社区。河上镇相关负责人表
示，“随着新材料企业及配套项目的引
入，产业逐步提档升级，园区环境条件
不协调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园区整体
改造提升势在必行。”

在规划中，河上确立了树立特色

风貌、完善支撑配套、新旧动能转换三
大提升策略，建筑更新改造、景观优化
提升、道路交通优化、市政专项规划、
企业腾退更新、升级智慧园区等6项提
升规划。整个园区的改造提升分两步
走，第一步是沿大西畈路、河发路/科
百路、大泥线沿线景观、建筑改造提
升；对园区道路、市政进行优化提升，
并打造公共活动绿地满足企业及工人
需求。第二步是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对现有创新力不足企业加紧整改
提升持续；引进高精尖企业入驻，对园
区空置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改造提升后的新材
料产业园智慧化程度大大提升。既有
智能产品展示与科技体验长廊，包含新
材料产业的最新科技、强势产品、企业
文化、园区推介等体验展示平台；园区
还利用智能终端、交互式指示牌、大型
服务器等设备，通过BLUETOOTH、
NFC、WiFi以及将来的5G等传输方式
相互连接，利用App将道路信息、停车
信息、办公信息等发布于个人。

萧山（河上）新材料产业园全面开启规划提升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高佳美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经济高质
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日前，南
阳街道组织56家规上工业企业负责
人等一行赴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
胜达智能包装有限公司考察学习智能
制造。

在德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考察
团一行仔细聆听了德意的发展历程，
参观了德意大型智慧工厂。德意以数
字化设备为基础，将先进制造和互联
网信息化高度融合，实现了产品从原
料采购、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流、营
销售后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在人员减
少三分之二的同时生产效率提升
30%，产品一致性达100%。

考察之行的第二站来到了浙江兆
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走进浙江兆丰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自动生产车
间，发现没有一个操作工人，取而代之
的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机器人。
该企业负责人介绍，“通过机器换人，

机器人厂区50人的产出相当于300个
工人的产出，同时人均年产值实现从
60万元到300万元的跨越。”惊人的数
据对比，无不让考察团感叹智能制造
的强大。

同样，在浙江大胜达智能包装有
限公司，考察团对数字赋能传统产业
有了更深刻的感悟。通过数字化管理
和决策，实现了包装生产的全环节互
联互通和效率的大幅提升，项目达产
后，人员减少80%、人工成本下降75%
以上。作为纸包装行业的老牌企业，
大胜达尽管身处传统行业，但并不因
循守旧，积极抢抓数字经济的风口，通
过数字技术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
提升。

南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考察之行不仅开阔了视野，更进一步
坚定了企业家们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三家企业的数字化经济发展模
式成效令人震撼，考察之行受益匪浅，
南阳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镇，要通过
数字化技术赋能智能制造，提升核心
竞争力，助力工业数字化转型。

南阳赴智能制造企业考察“取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