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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0 月 11 日 8∶35-14∶
30 停山末 C624 线山末开
G15山末分线：萧山区新街
街道山末址村等一带；8∶
30-16∶30 停科研 A090 线
东恩村5#变：萧山区瓜沥镇
东恩村一带；9∶00-16∶30停
塘上C793线93/05#杆连虹
经编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
州连虹经编一带；9∶00-16∶
30 停塘上 C793 线 93/10/
02#杆祺骊化纤令克：萧山区
瓜沥镇杭州萧山祺骊化纤一
带 ；9∶00- 16∶30 停 塘 上
C793 线 94/01# 杆 勇 建 村
11#变令克：萧山区瓜沥镇勇
建村一带；9∶00-16∶30停塘
上 C793 线 97#杆开元管件
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开
元管件一带；9∶00-16∶30停
塘上 C793 线 99#杆家睿汽
车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家睿汽车租赁一带；8∶0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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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0-16∶00 停勤联 A461 线
勤联村10#变：萧山区党湾镇
勤联村22组一带；8∶00-16∶
00 停黎明 A338 线黎明村
13#变：萧山区靖江街道黎明
社区7组一带；8∶00-16∶00
停锻造 C334 线沿塘村 4#
变：萧山区瓜沥镇沿塘村8
组，9组，10组一带；8∶30-
14∶30 停丽都变丽四C116
线丽四开 G23 丽玺 C1161
线-玺上开G21丽玺C1161
线：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萧
山城市新能源汽车服务及其
周边一带；8∶30-16∶30停国
酒C524线考试中心1#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
街道考试中心及其周边一
带 ；8∶30- 16∶30 停 国 酒
C524线考试中心2#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
道考试中心及其周边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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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招租
萧山区宁围街道水博大

道“钱江蓝湾”住宅小区新建
幼儿园：面积2287.98平方米，
共3层，设6个班，配套设施齐
全。有资质的幼教集团前来
报名。联系电话：82858722、
13758127377，联系人：徐女士。

厂房出租
杭州前高贸易有限公司

有厂房出租，面积15700 平
方米，层高7.50米，地址：瓜
沥镇党柯路175号，联系人：
13806506207。

●遗失投保在太平洋财产保
险 公 司 的 车 牌 号 ：浙
AP3009，投保人张宣平，保
单号：AHAZ150CTP19B01
2997Q，AHAZ150Y1419B
012656K。保单流水号：QBA
M1900442990,CFBA1904
422949，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
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浙江省罚
没定额票据 1 份，编号 ：
1701283700，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房产信息

因《进化镇诸坞村村级林道工程》建设需要，
从青湾水库至岭脚下征地范围内的坟墓急需迁
移，请规划迁坟范围内坟墓坟主的亲属在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前于诸坞村村
委会联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迁移的坟墓视为
无主坟，将统一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萧山区进化镇诸坞村村委会
联系电话：0571-82422827
联系人：诸女士

萧山区进化镇诸坞村村委会
2019年10月9日

迁
坟
公
告

招标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年度监理项目（详见

万丰网www.zjwfgroup.com）。报名时间：2019年 10
月 14日至2019年 10月 15日 8:30-11:00,13:30-16:
00法定休息日除外。报名地点：浙江新诚信工程造价咨
询有限公司(萧山空间结构科技产业园3号楼317室) 。资
质要求：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者同时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
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
质。项目负责人：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注册监理工程
师、市政公用工程注册监理工程师（无在建工程）。联系
人：陈炳。联系电话：8222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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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0日
晚潮时间
23:30
23:51
01:50
危险

高潮位
(米)
3.60
3.50
3.5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0月11日
早潮时间
12:00
12:25
14:35

高潮位
(米)
3.20
3.10
3.15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为确保闻堰初中新建、东山陈安置房及配套
道路等工程的顺利推进，将对萧山区闻堰街道闻
兴村东山陈孙家山以北的对照山及仙姑庙以北
的门前山等地靠近山边8米左右范围内的部分
坟墓进行迁移，迁移范围详见地面标记物。请相
关的各坟主在2019年10月17日前做好坟墓的

登记，于2019年10月27日前做好坟墓迁移工
作，逾期不登记、不迁移的将按无主坟墓处理。
坟墓登记处联系电话：0571-82304362。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闻堰街道办事处

2019年10月9日

迁
坟
公
告

受委托，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下述租
赁权公开交易，现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拱康路225号路河码头及场地2年租
赁权，其中码头岸线长度约91米（含两个泊位），租赁面
积共约51.03亩，本次租赁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屋面积
及土地面积等以现场实际为准。

二、、交易标的转让底价为人民币2555.3558万元/
年，交易保证金为人民币500万元。

三、、交易对象：：详见杭州产权交易所网站。
四、、信息披露截止时间：：20192019年 1010月2121日下午44

时整。。
即日起接受咨询。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请在信息

披露截止时间前，按本次交易的有关规定索取资料，办理
受让申请手续并缴纳交易保证金。具体详见交易资料。

五、联系人及电话：韩小姐 85085592 楼先生
85085368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2号泛海国际中心A座
27楼

出租单位联系人及电话：刘先生15695887975
网址：www.hzaee.com

杭州产权交易所

租赁权交易公告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日前，党湾镇庆丰村召开“五
美庆丰”乡村治理模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
通过了《“五美庆丰”守则》《“五美庆丰”操
作通则》，正式开启了“五美庆丰”乡村治理
新模式。

“五美”是指善美村民、和美家庭、睦美
邻里、洁美庭院、谐美村庄。其中每一条又
有爱党爱国、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24字
具体内容。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在
新形势下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使乡

村治理更科学、更有效，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庆丰村党总支书记倪增员表
示，着力提升村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培
养“善、和、睦、洁、谐”新时代村民，打造和
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
幸福家园。

为做好这项工作，庆丰村组织村干部
多次赴河上众联村实地考察，学习“五和众
联”治理模式。在学习“取经”的基础上，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根据本村实际制定“五美
庆丰”守则、操作通则、积分细则等。村干
部逐户走访，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建议，确
保“五美庆丰”治理模式符合民情，顺应民
意。区民政局及镇级有关职能部门也多次
到庆丰村开展业务指导，帮助庆丰村细化
工作方案，完善工作制度，对“五美庆丰”治
理模式进行审核把关。

按照操作细则，该村将实行一户一账，

以家庭为单位，采用积分制形式，实行加扣
分。村里组织成立评议小组，成员由村党
员代表、村民代表、村干部代表等组成。评
议小组对照“五美”评分标准，每季度对每
户村民家庭进行评议、打分。村民根据积
分分值进行实物兑换，每半年兑换一次，积
分低于一定数值的不予兑换。根据评议结
果，每年年终开展庆丰“五佳”评选活动，评
选出最佳家庭、最佳婆媳、最佳邻里、最佳
庭院、最佳党员若干，表彰先进，树立榜样，
大力弘扬文明新风尚，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庆丰村还成立了一批村民自助组织，
目前已注册成立了“清风睦邻互助中心”“勤
诚文化服务中心”。“清风睦邻”乡风文明促
进会、“清风睦邻”老年呵护队等6个组织也
已在区民政局备案。每个组织各有志愿者
30多名，志愿者们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积极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乡村治理。

庆丰村：开启“五美”乡村治理新模式

金秋十月，梅里自然村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绘就一幅美轮美奂的丰收
画卷。 记者 丁毅 摄柿子满枝头

本报讯 为减少并杜绝消防、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排查并消除安全
隐患，10月8日，北干街道联合公安、消
防、城管等职能部门，对火灾事故开展
专题分析研究，对辖区内银隆百货、旺
角城、万象汇、恒隆广场、天润中心等重
点商圈内的餐饮企业开展油烟管道和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检查。

本次检查采取现场办公的方式，
各组人员深入各商圈餐饮场所，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摸排检查，重点检查燃
气、油烟净化器、烟道等容易存在安全

隐患部位以及商户消防设施是否符合
要求。检查现场，工作人员要求各商
户对需立即整改的即时整改，对消防
隐患严重的采取停业整顿等方式，直
至隐患彻底整改完毕，并建立“一户一
档”。接下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苗头
性、普遍性问题，街道将会同职能部门
及时研究整改措施，落实长效监督管
理机制，强化日常监管。同时，制定操
作可行的联合执法监管办法，形成强
有力的工作合力，尽最大可能消除安
全隐患。 （吴瑾熠 张祥荣）

北干街道节后开展餐饮企业专项检查整治

本报讯 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来，所前镇坚持把群
众满意作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从主题教育一开始，就与解
决群众烦心事相结合，有针对性地抓
好专项整治，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所前镇孔湖村距离集镇较远，小
孩上学放学、看病、办事没有直达车，
往往要转两次车或者自行骑车开车前
往，特别是孔湖、袄庄陈等村尚未通公
交车，小孩上学放学主要靠老人骑电
动车接送，安全隐患大。联村干部接
到问题后，所前镇立即实施专项督办，
责任部门积极与公交公司对接，研究
方案，确定开通孔湖村至联谊村公交
线路，该线路还是全区唯一一条镇域

内的公交线路，解决了孔湖村前往所
前、萧山区域的上学上班族的通勤问
题，方便了群众出行。

同时对基层群众走访现场提出的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所前要求
当场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做到立
查立改、即知即改，真正把解决问题贯
穿于主题教育全过程，让群众对主题
教育取得的成效真正认可、真心满
意。截至目前，已解决群众普遍关心
的集镇区块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少、偏
远村庄小孩上学公交不便和来苏周村
因污水零直排工程导致广播故障等多
件群众普遍关心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让群众感受到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取得的实实在在效果。

（靳林杰 袁园）

所前开展主题教育 解决群众烦心事

本报讯 近日，进化镇诸坞村举
行了崇学尚德公益服务中心成立大
会。

这个由诸坞村村民自发成立的崇
学尚德公益服务中心，由该村多位乡
贤发起。经过了一年多的筹备，选举
产生了由村委骨干、教师代表、乡贤人
士组成的首届理事会，来进行后续运
营。据悉，以公益服务中心的方式开
展民间自主式奖助学活动，在我区尚
属首次。

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十名诸坞
村的初高中优秀毕业生上台，领取了
奖学金。而在未来的每年十月，诸坞
村崇学尚德公益服务中心都将举行一

次奖助学金颁发活动。崇学尚德公益
服务中心理事会也表示，将严格做好
资金的管理工作，所有资金全部用于
奖励在中高考中发挥出色且品学兼优
的学生，以及帮扶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的在校学生。

崇学尚德公益服务中心的成立，
更是得到了不少村民的支持，近百位
村民来到现场进行了捐款。经统计，
当天捐款总额超14万元。许多身在
外地而情系诸坞的乡贤也通过委托捐
款的方式表达爱心。其中年逾八旬的
陈小英女士，因腿脚不便无法亲临现
场，托子女带来了1000元善款。

（王俞楠 诸杭棋）

捐资奖学 诸坞村成立崇学尚德公益服务中心

本报讯 重阳佳节之际，拱秀社
区举行了“孝老爱亲·传好家风家训”
文艺汇演，并对评选出的郑吾珍家庭，
朱泉兴家庭，来寿金家庭等六户“孝老
爱亲”最美家庭进行了颁奖。

“这六户最美家庭，我们是通过居
民推荐的方式评选出来的。”拱秀社区
书记洪英表示，这也是社区第一次进
行“孝老爱亲”最美家庭的评选，主要
目的是为了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

在听到社区评选“孝老爱亲”最美
家庭的消息，邬丽萍毫不犹豫地推荐了
邻居郑吾珍，“前几年我生病，发高烧，
吃不下饭，她就总帮我煮粥送过来。”她
告诉记者，郑大姐很热心，尤其是对社

区里的独居老人，她也总是特别关心，
长期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此外，还有
老党员朱泉兴，他关心照顾周边有需要
的老人，热心处理楼道公共事宜；何冠
华家庭，四个子女频繁往来照料，特别
孝顺，女儿陈建美还长期陪母亲居住；
金鹦家庭，夫妻俩几十年如一日悉心照
料身体不好的母亲……这些在平凡生
活中熠熠生辉的人，用自己的行动彰显
着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

拱秀社区也表示，“孝老爱亲”最
美家庭的评选还将继续下去，用居民
推荐的方式，吸引更多居民发现身边
的美好，用身边的榜样力量，营造孝老
爱亲的社区氛围。 （王俞楠 俞微微）

拱秀社区评选“孝老爱亲”最美家庭■首席记者 龚洁 通讯员 应长根

本报讯 日前，新街街道陈家园如同过
年一样热闹，不少在外的“游子”都回来
了。原来，“陈家园村乡贤会”正式成立，通
过凝聚乡贤力量，推动陈家园村经济和社
会民生事业更好的发展。

樱花大道、亲水平台、景观绿化、休闲
公园、停车场……看着陈家园“美丽乡村”
破茧而出，乡贤们边走边看边感叹。“没想
到两年没回来，家都快找不到了，变化太大
了。”一位乡贤感叹。“是啊，我们村就和景
区差不多，太美了，以后我要常回来看看。”
大家连连发出赞叹声。

在乡贤会成立仪式上，参加活动的8
位乡贤主动捐资386万元，作为陈家园村
乡村振兴基金，其中杭州前进锻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建龙当场捐资100万元。“美丽
乡村建设，最终得益的是村民，我作为陈家
园村的村民，虽在外创业稍有点成绩，但我
们的根基在陈家园，为家乡发展振兴出点
力我非常乐意。”乡贤陈肖根认为，美丽乡
村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管是作为村
民还是企业家，都要为美丽乡村建设尽一
份力，使陈家园村越来越美丽。

“在外乡贤这么关心村里的发展，如果
我们事情做不好，没法向大家交代。”村党
委书记王斐接过乡贤们共同出资的乡村振
兴基金，有了重任在肩的感觉。“美丽乡村
建设，陈家园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让村庄成为景区，让村民更有获得感。”王
斐说，他也会定期向乡贤们展示村里的每
一点变化、每一个项目进度等，让乡贤们在
外也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和牵挂，也希望

乡贤们也能时常回家看看。
据悉，陈家园村乡贤会主要以“促进家

乡振兴”为宗旨，发挥自身能力，着力为农
村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在引领经济发展、参
与乡村治理等方面积极作为。乡贤会成立
后，村党委将充分发挥乡贤会“领头羊、智
囊团”的作用，引导乡贤共商、共建、共享美
丽新农村，助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乡贤赵火林说：“不管是在外创业的，
还是在家奋斗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陈家
园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这句话也道出了
大家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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