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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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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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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热线

关于左十四线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因杭州地铁一号线三期工程SG1-3-2标南阳停车场出

入段线盾构区间抗浮板建设项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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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的交通组织措
施。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自2019年10月18日0点至2019年11月20日止，港
城大道与左十四线交叉口以北约150m进行交通导改施工。
届时，过往车辆需借用临时通道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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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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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地铁1号线三期工程土建施工SG1-3-2标项目经理部
2019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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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晚潮时间
01:20
01:33
03:00
危险

高潮位
(米)

6.00
5.90
5.4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0月17日
早潮时间
13:40
13:53
15:23

高潮位
(米)

6.10
6.00
5.55

根据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10月16日至2019年10

月25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浦沿江（临浦）分中心1楼大

厅、临浦镇政府、项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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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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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9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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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51227058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gtj.hangzh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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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

公
示
说
明

用地性质

供电用地（U12）

用地面积（公顷）

0.47

容积率

0.3

建筑密度（%）

23

建筑高度（米）

12

绿地率（%）

≥30
备注

拟建设规划110kV黄家变地块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03省道东复线西北侧。规划用地面积0.47公顷。拟建设规划

黄家变110kV进出线路，从在建220kV经济变接出，经现状包洪线向北接入现状35kV备用3556线，经规划包洪线向北接

至现状110kV萧群1040线/萧电1630线，由西侧接入黄家变。具体位置详见用地规划图。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杭州市萧山区科学技术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30109665222169T）已经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萧编〔2019〕
50号批复同意撤销。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拟注销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科学技术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16日

拟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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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周颖 整理

地铁7号线何时建成？

网友“pengbo9668”向萧山网
络问政平台咨询，地铁7号线何时
建成？网上有的说是2020年的年
底 ，也有消息说是2021年的 6月
份，到底哪一个消息比较确切。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杭州地铁
七号线预计于2021年年底开通。感
谢您对杭州地铁的关注。

高架下有马路市场
影响通行和市容市貌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旺角城小区西侧的高架桥下俨
然成了一个马路市场，影响通行和
市容市貌。

区城市管理局回复：接投诉后，
我局北干中队执法人员于 2019 年
10月10日9时55分赴现场检查，对
现场的摊贩进行劝离。

针对工人路高架桥下的无证摆
摊问题，北干中队已安排人员进行
定岗管理，但摊贩们仍会利用定岗
管理空档期出来摆摊。目前，中队
已安排人员加强日间的巡查管理，
并延长定岗管理时间，避免摊贩影
响该通道的通行。

精神残疾如何评定？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家里有亲戚一直在社区医院里
免费领盐酸氯丙嗪片，最近社区医
院说以后领这药必须有残疾证，要
去萧山第五人民医院鉴定。请问能
查到该身份证号码在萧山第五人民
医院的就诊信息吗（大概有 20 年
了）？可以的话能出诊断证明吗？

区残联回复：残疾评定为当事
人自愿申请，按照国家标准由相关
医院进行医学评定——

评残申请程序：1. 申请人的监
护人携带申请人身份证、相关病历、
白底两寸彩照2张到镇街残联或村
社区（会操作网上申请流程的村社
区）工作人员处提出残疾人证申请，
工作人员把关审核；2. 申请人的监
护人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申请办理知情告知书》并填写完
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
表》，如不会写字可以在最后签字处
由人代签但要按上手印；3. 镇街残

联或村社区工作人员录入并拍照上
传申请表及上传可以清晰完整的描
述申请人现状的评残类别相关病历
（申请精神残疾评定需要一年以上
的病史资料，出入院小结、详细诊断
证明、病情记录等）；4. 区残联审核
成功后会有短信发送到申请人手
机，通知申请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
的医院做评定；5. 评定结束，如不
合格会有短信发送到申请人手机，
评定合格则在区残联办理好《残疾
人证》后有短信通知，申请人到区残
联自取或到村社区领取（此项在前
面提出申请时，在申请表中选择）。

评残日期：具体评定日期以短
信通知为准。

评残医院：精神残疾到萧山区
精神卫生中心（城厢街道回澜路66
号）；评残所需资料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镇街或社区
盖章）、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详细
医疗病史资料，按短信通知中的指
定时间到指定医院进行评定。

另有不明之处，欢迎联系区残
联咨询，联系电话0571—83685860。

咨询评职称事宜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请问评工程师职称哪里去评？
什么时候报名？需要准备哪些材
料，走怎样的流程？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
复：请到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网——杭州市职称系统网站查看
往年中级职称评审通知，找到您对
口专业的评委会发布的通知，按照
上面的评审条件和要求准备材料。

2019 年申报已经结束，2020 年
请在6月开始及时关注杭州市职称
系统的评审通知发布情况，根据通
知及时报名提交材料。如果您还有
疑问，可咨询0571—82898261。

此处道路存在安全隐患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盛凌湾边属于大西村段车道存
在严重安全隐患，道路一边靠近盛
凌湾，虽在岸边装了护栏，但离河太
近，儿童很容易钻进空隙掉入河里。

党湾镇回复：网友反映的为“四
好农村公路”，按照区“四好农村公
路”设计标准必须有错车道，由区交
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区路桥工
程处施工，按设计标准安装隔离护
栏，该路段拓宽工程护栏安装设计
要求高度为60厘米。

经党湾镇工作人员现场测量，
距路面基层高度为66厘米（路面沥
青设计厚度4厘米，工程尚未完成罩
面），符合设计要求，目前已安装好。

博奥路上的公厕 晨晖路公厕

网络问政
http://wz.xsnet.cn/bbs/

15座改建公厕亮相 有“颜”又有“料”
博奥路上这座公厕美观与高科技兼备 语音功能方便残障人士

文/摄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平凡 屠雯婷

本报讯 厕所问题不是小事，它是基
本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文明窗口。今
年是我区“厕所革命三年行动”的第二年，
也是公厕改建拓面提质之年。今年年初，
区城管局下属环卫处、市政绿化养护保障
中心以及河道管理处计划再改建公厕25
座，目前由区环卫处实施提升改造的15座
公厕已相继提改完成并投入试运行。

15座公厕完成改造
博奥路上的公厕最“亮眼”

据悉，先期亮相的15座公厕主要包括
青年路（现改名为“博奥路”）公厕、晨晖路
公厕、山南路公厕、烈士陵园公厕等。其
中，博奥路上这座公厕作为2019年公厕提
改项目中重点打造公厕，可以说颜值与高

科技兼备，最为“亮眼”。
记者昨日实地探访改造后的博奥路上

公厕，远远便看到别具特色的外观。走进
公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挂在墙面上的大
屏幕，公厕引导系统显示温度、湿度、天气
等信息以及使用人数等详细情况，既为市
民提供了直观的如厕指引，也为管理者的
清洁、维护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持。先进的
人脸识别厕纸机，就挂在屏幕附近的厕所
进门口，人站在黄色识别区内，对着机器进
行人脸识别，3秒内便可获得免费用纸。

厕所内，常见的智能设备和贴心细节
一应俱全。特别是为了方便残障人士如
厕，第三卫生间设置了无障碍设施的基础
上，并增设了盲道及语音温馨提示，如一进
门就有语音引导：左边是洗手台，右边是
小便池。市民马先生连连夸“好”，他说自
己腿脚不太灵便，如今如厕很方便，设置非
常人性化。

改建5座山上老公厕
赢得市民点赞

说到公厕改造，不得不提北山公园的

5座老公厕。此前，有市民反映这些公厕
年代久远，普遍建于20世纪90年代，内部
设施老化，外观也显得与周边环境有些格
格不入。同时，受北干山的地形限制，建筑
面积普遍较小，私密性不够，希望有关部门
及早实施改造。

今年，这5座老公厕正式纳入了改造
计划，由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负责改造
提升。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由于这些老
公厕附近没有埋设污水管网，需要通过一
定技术手段对污水进行处理。目前，工作
人员正对北干山上革命烈士纪念碑附近的
一座老公厕进行拆除重建，改造升级硬件
设施和使用功能，预计2020年1月投入使
用。其余4座公厕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对此，不少市民竖起大拇指：“这是实
实在在的便民工程。”经常到北干山游玩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内急都不太愿意进
公厕，自从开展“公厕革命”后，很多新公厕
的新面貌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如今很期待
这些老公厕改建后全新亮相。

另据了解，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负责
的北塘河绿地公厕、油树下公园公厕等5
座公厕的提升改造也在进行中。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20年前，胡师傅在市心桥头
经营着一家药店，每天上午8点前开门。
1999年11月8日上午，药店卷闸门紧闭，
胡师傅的女儿接到邻居的电话后赶来，发
现房内一片狼藉，父亲倒在血泊中……

昨日，萧山警方发布信息：1999年的
“11·8”命案告破。

石某，男，广西来宾人，20年前20岁，
无业。时间回放到1999年11月7日，石
某携刀从瓜沥骑车到城区，在市心桥附近

闲逛寻找作案目标。深夜，看到药店门还
半开着，他便趁着胡师傅上厕所的功夫溜
进店内藏了起来，等胡师傅锁好卷闸门后
蹿出来杀人抢钱，之后逃之夭夭。

作案后，石某暂时躲藏在瓜沥，之后
几年辗转于江苏、上海等多地打工，虽然
后来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但夜里时常做噩
梦惊醒，听到警笛声就吓出一身冷汗。不
过，他仍心存侥幸，希望警方放弃了追凶。

值得一提的是，命案发生后，萧山警
方立即抽调数十名骨干力量成立命案专
案组开展调查，据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赵

峰回忆，当时排查走访上万户，发放张贴
协查5万余份，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直没
有查到真凶。

命案不破，决不收兵。20年来，警方
始终没有放弃，今年9月，在上级公安机关
特别是公安部的支持下，终于明确了犯罪
嫌疑人的真实身份。

10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会同专案组在上海浦东新区某一铝合金
门窗店内，当场抓获石某。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瓜沥中队中队长瞿龙波介绍，当警
方出示相关证件时，石某没有任何反抗。

20年前的市心桥头凶杀案 破了

今日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