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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大参考

选择正确避震方式

地震时，身处平房或低层楼房，应迅速跑到室外
空旷处。身处楼房高层，要迅速躲在坚固的家具旁、
承重墙的内墙角或开间小的房间，远离门窗、外墙、阳
台，不要跳楼，不要使用电梯。关闭电源、火源。室外
要避开高大建筑物、玻璃幕墙、立交桥、高压电线等易
发生次生灾害的地方。

如果地震被埋，要坚定生存信念；保存体力，不要

大喊大叫；可用砖头、铁器等击打管道或墙壁发出求救
信号。震后不要立即返回建筑物内，以防余震发生。

震后救护伤员时，要立即清理口鼻异物，保持呼
吸道通畅；对出血部位及时止血、包扎；对骨折部位进
行固定。

抢救触电者的正确做法

在施救触电者之前，首先做好自我防护。在确保
自我安全的前提下，立即关闭电源，用不导电的物体
如干燥的竹竿、木棍等将触电者与电源分开。千万不
要直接接触触电者的身体，防止救助者发生触电。

防止触电发生，学习安全用电知识。正确使用家用
电器，不超负荷用电；不私自接拉电线；不用潮湿的手触
摸开关和插头；远离高压线和变压器；雷雨天气时，不站
在高处、不在树下避雨、不打手机、不做户外运动。

10月11日 9∶00-17∶30停河福分线（河欣站-
河福站）、河福站1#间隔、河福353线43#杆开关：浙
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河庄街道永泰纺织公司；8∶45-
9∶15停10kV河福站河福353线后段：钱塘新区同一
村、建设村、万豪家私、博高家私一带；16∶00-16∶30
停10kV河福站河福353线后段：钱塘新区同一村、建
设村、万豪家私、博高家私一带；9∶00-17∶30停
10kV盐场A289线36#杆，2533开关：浙江省杭州市
钱塘新区大江东办事处一带路灯；9∶00-17∶30停
10kV梅海975线02#开关-梅海975线38#开关：钱

塘新区新湾街道东海村一带；8∶45-9∶15停10kV梅
海975线38#开关后段：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前丰村、海
丰村、前峰村、山海村、东庄村、瓜沥横埂头垦种、靖东
垦种、蜀山街道、新城农业开发、大元三垦（一）、倍鑫
机械、欧迈洁具、恩军机械、燕芝制冰（二）、飞驰铸造
一带；15∶30-16∶15停10kV梅海975线38#开关后
段：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前丰村、海丰村、前峰村、山海
村、东庄村、瓜沥横埂头垦种、靖东垦种、蜀山街道、新
城农业开发、大元三垦（一）、倍鑫机械、欧迈洁具、恩
军机械、燕芝制冰（二）、飞驰铸造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10月14日 8∶30-14∶30停湘湖变荣联C522线荣美
开G14湘湖林语：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林语及其周边一带；
8∶30-16∶30停北干变塘河A743线重合闸：萧山区北干街
道杭州萧山鑫裕建筑装璜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停广
电C114线南市花园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
南市花园及其周边一带；10∶30-17∶30停仁德A342线安
澜桥村7#变：萧山区靖江街道安澜桥村一带；8∶00-16∶00
停红界A472线勤联村3#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2组.3
组.10组.12组一带；8∶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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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16∶30停霞东C216线（霞东开东江C216线）16#杆分支开
断：萧山区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塘里陈社区一带、新塘街
道塘里陈社区居民委员会。

10月15日 8∶30-13∶30停丽都变万美C117线杨桥
分支开G11万美分线：萧山区城厢街道杭州萧山城区建设、
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团、杭州高盛物业管理文晖分公司、杨
家桥公变、建材厂及其周边一带；8∶30-9∶30停通四C780
线钱塘明月14#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湘域湾
及其周边一带；9∶30-10∶30停通二C784线新白马公寓4#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湘域湾及其周边一带；
10∶30-11∶30停抢二A018线荣星君佳园12#公变低压出
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湘域湾及其周边一带；13∶30-14∶
30停越四A019线湖头陈花苑二期6#公变低压出线开关：

萧山区城厢街道湘域湾及其周边一带；13∶30-14∶30停越
二A014线威尼斯水城25#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
街道湘域湾及其周边一带；14∶30-15∶30停萧崇C819线嘉
丰新筑2#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湘域湾及其
周边一带；8∶30-16∶30停广电C114线南市花园2#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南市花园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八大C796线新港村9#变：萧山区瓜沥镇新港
村一带；8∶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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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6∶00停庆利C148线靖
港村5#变：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港村7组山前老村委周围一
带；8∶0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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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30停尖湖A529线62/
A01#杆（尖湖A529线下湾分线开关）：萧山区浦阳镇尖湖
村、杭州全瑞建材、杭州缠绕环保科技、杭州萧山东亚塑料
制品、杭州永固化工、萧山区浦阳镇尖湖村（方家坞机埠）等
一带；8∶30-16∶30停和平C209线朱家坛村3#变令克：萧
山区新塘街道朱家坛村一带；8∶30-16∶30停缪家村8#变
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镇缪家
村一带；8∶30-16∶30停知章村沿山1#变综合柜低压A路、
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蜀山街道知章村沿山一带。

10月16日 8∶30-13∶30停丽都变万美C117线万美
开G16万美分线：萧山区城厢街道西山公寓及其周边一带；
8∶30-16∶30停爱迪C932线党山供电营业所4#变：萧山区
瓜沥镇党山集镇一带；9∶00-16∶30停顺和C929线党山供
电营业所5#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集镇一带；9∶00-16∶30
停顺和C929线党山供电营业所7#变：萧山区瓜沥镇党山集

镇一带；9∶30-16∶30停申联C942线32/12#杆东方型钢令
克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东方型钢机械一带；8∶00-16∶
00停群英C653线勤联村16#变：萧山区党湾镇勤联村15
组.14组.一带；8∶00-16∶00停庆利C148线靖港村11#变：
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港村4组原予制厂对岸一带；8∶00-16∶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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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5∶30停新江C536线新滨I开21/22#（桃
北新村18#变令克）：萧山区浦阳镇桃北新村18组一带；8∶
30-16∶30停和平C209线朱家坛村8#变令克：萧山区新塘
街道朱家坛村一带；8∶30-16∶30停缪家村12#变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一带；8
∶30-16∶30停知章村沿山3#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蜀山街道知章村沿山一带。

10月17日 8∶30-16∶30停民新C744线21/05#杆杭
刃工具令克令克：萧山区党湾镇杭州杭工工具一带；8∶00-
16∶00停庆利C148线靖港村15#变：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港
村22组一带；8∶0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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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00停丰河
C342线民丰河村5#变：萧山区瓜沥镇民丰河行政村6组、
16组一带；8∶00-16∶00停东联A490线益农供电营业所
5#变：萧山区益农镇赵家湾村东方红市场一带；8∶30-16∶
00停石盖C982线石盖II开石盖分线12/A07#杆（大石盖
1#变令克）：萧山区戴村镇大石盖1组等一带；8∶30-16∶30
停和平C209线朱家坛村9#变令克：萧山区新塘街道朱家坛
村一带；8∶30-16∶30停缪家村6#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一带；8∶30-16∶30

停知章村沿山5#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
萧山区蜀山街道知章村沿山一带；8∶30-16∶30停傅楼村
6#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
道傅楼村一带。

10月18日 8∶00-16∶00停庆利C148线靖港村16#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港村22组陆志贤前后一带；8∶00-16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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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4∶30停义集C515线义镇I开G14罗
峰分线：萧山区义桥镇集镇、杭州义桥金属材料市场、杭州
美时达五金工具、杭州萧山浦阳江码头经营等一带；8∶35-
14∶30停永磁A392线64#杆永磁A3922开关：萧山区宁围
街道盈二村、中国人民解放军73021部队农副业基地、浙江
红博苑投资、杭州滨江果业等一带；8∶35-14∶30停林峰
A393线64#杆林峰A3932开关：萧山区宁围街道盈二村等
一带；8∶30-16∶30停楼下陈村1#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楼下陈村一带；8∶30-16
∶30停缪家村9#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
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一带；8∶30-16∶30停知章村沿山7#
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蜀山街道
知章村沿山一带。

10月19日 8∶00-16∶00停庆利C148线靖港村20#
变：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港村8组武警部队往西一带；8∶0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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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日 8∶00-16∶00停科研A090线东恩村3#
变：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1组一带。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尚倩倩

本报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又逢浙江省第二十三个环卫
工人节。七十年的风雨历程，萧山
环卫事业在老一辈环卫人的见证
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昨天，区环卫
处组织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联谊会，
让这些为城市环境奉献半生的老环
卫人欢聚一堂，话环卫过去，感受国
家巨变。

自从退休后，很多老环卫人已
经多年未见，此次聚会个个喜气洋
洋，拥抱、握手、交谈，说的是多年的
情谊，话的是环卫的历史，根本停不
下来。

今年73岁的富浩甫曾经是环卫
处负责人，29岁那年，当兵回来被分
配到环卫处从事“拉粪车”的工作。
拿着粪勺从化粪池把粪便掏到桶
里，然后倒进粪车，等一车装满，再
推着粪车倒进中转站，一路上臭气
熏天，路人纷纷避让。即便这样，富

浩甫依然坚持了下来，在环卫处一
待就是30多年。

来到联谊会，富浩甫见到了多
年未见的老同事，大家一起说说笑
笑，将整个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退休后我还是很关注环卫工作，经
常给环卫工作提建议，我觉得，现在
的公厕不比宾馆里的差，个个是星
级厕所。”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始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即使退休依然
心系单位，发挥余热为环卫事业奉
献力量。

这场聚会上，国家的繁荣强盛
成为老环卫人热聊的话题。1971年
就进入环卫处工作的老前辈陈孙根
说：“喜看新中国七十年巨变，我们
的国家越来越强大，我们的生活也
越来越好，如今的幸福值得珍惜。”

据了解，这是区环卫处环卫工
人节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还有演
讲比赛、职工运动会等多项活动即
将开展，呼吁社会共同爱护环境卫
生，关注环卫事业。

由区委宣传部、萧山日报社主办的“我为百岁老人家庭留个影”摄影展近日在湘湖举行，70幅精美的照片见证了我区老人的幸福生活，展览吸引
了众多市民观看。

记者 丁力 摄

记者 项亚琼 整理

咨询高速收费相关标准

网友“微信用户”向萧山网络问
政平台反映，张家畈上高速至新街
下高速，约20公里，收费25元，想问
下这个收费标准的依据是什么？

区交投集团回复：收费 25 元是
高速公路通行费10元加新街互通代
收费15元。新街（互通）收费站是根
据浙政办函[2016]31号《浙江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萧山机场公路
恢复收取车辆通行费有关事项的
函》和浙交函[2016]127号《浙江省交
通运输厅 浙江省物价局 浙江省财
政厅关于杭州萧山机场公路恢复收

取车辆通行费的函》规定设置的收
费公路收费站。根据文件内容：杭
金衢高速公路新街（互通）收费站对
驶离杭金衢高速公路的车辆单向收
取杭州萧山机场公路通行费 15 元/
车次。

咨询F类人才认定相关情况

网友“yufanmike”向萧山网络
问政平台询问，从政府发布的《杭州
市萧山区“金梧桐”人才安居计划实
施办法（试行）》来看，有F类人才这
一分类，在萧山区高层次人才管理
系统网站中，也可以看到F类人才的
认定公示，但是在认定系统里却没
有F类人才认定的选项，想问下F类
人才如何认定？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
复：在萧山区高层次人才管理系统，
单位注册账号登录后，可以进行F类
人才认定。若网友还有其他疑问，
可以拨打82898272咨询。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两百名退休环卫职工联谊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肖枫 戚天琪

地名地址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收
寄快递、导航等都需要用到地名地址。随
着萧山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
尤其是2006年至2007年统一编制设置的
农村门牌，已不能适应当下的需要，也不
能适应群众对外联系和交往的需要了。

为此，区民政局牵头在全区开展门牌
编制设置更换工作。接下来，我区将积极
推进地名地址库信息建设，今后地名地址
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方便百姓日常生活。

让每幢房子都有“身份证”

河上镇是此次门牌编制设置更换工
作的试点，河上的门牌从初次设置到现在
已10余年，老房子异地新建、一户多宅清

理、道路拆迁整体安置等等导致新房子都
没有门牌，原有的门牌已失去意义，现在
快递业务都无法直接送到。

“门牌重置工作已刻不容缓，加上村
镇建设办公室有项房屋确权工作需要推
进,必须有每个房子的门牌,所以在去年
11月份我们对接区地名办，门牌重置工作
全面推开。”河上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众联
村有四个自然村，按自然村各自排列，按
照村建办提供的地形图，由南向北、由东
向西编制，基本按原来的排序不变，新增
联合新区重新编号，分别为联合新区1号
编到底，零星的新建户按靠近的门牌号插
入排序（如靠近户 10 号，新增户为 10-1
号，有多户新增的为 10-2、10-3 依次排
列），对拆旧建新的按老门牌号继续使用
如老房拆除，宅基地仍在，原门牌号保留，
待今后该地新建房继续使用。

在此基础上，众联村又先人一步，今
年8月开始试水“智慧门牌”。依托乡村治
理智慧平台，在农户家门口安装可扫码登
陆的“智慧门牌”，将大数据概念运用到村
庄管理中，对村内企业、危旧房屋、历史建
筑等重点场所建档标识。只要拿出手机

扫一扫，户主、人数，是否为独居老人，家
庭积分和家庭荣誉等“五和众联”积分结
果会即刻跳出来。此外，在游客权限中链
接特产供应、农家乐、民宿信息，拓宽农民
致富渠道。

地名信息共享方便群众生活

目前，由于各部门因地址信息标准不
同导致数据无法关联使用存在一定的困
境，但随着地名地址库建设的推进，萧山
将建立统一地址库。

通过建立统一地址库，以“一址多码”
形式实现人、地、事、物、网、组织等社会治
理要素关联，并以网格为纽带形成“网格+
网络”动态地址采集、更新、救济、入格、上
图闭环，实现相关部门、镇街（平台、场）地
址数据共享共用。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地名地址库建成
后，可以为城市综合治理、市场监管、国土
不动产登记等业务提供权威准确的数据，
简化老百姓的办事时间，还可以通过二维
码、微信公众号等途径提供地名地址的公
共服务，方便百姓日常生活。

这个地名地址库 将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