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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0月 29日 8∶30-16∶
30停北象A739线北干一苑
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
区北干街道北干一苑及其周
边一带；8∶30-14∶30停如宝
C855线 36/02#杆后段专变
令克/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
州锦罗纺织、杭州惠纳汽车
轴承制造厂、杭州华拓纺织、
杭州康旺鹤鸣纺织、杭州萧
山晓新物资回收一带；8∶

00-16∶00停油管C927线党
山村9#变：萧山区瓜沥镇党
山村4组一带；8∶00-16∶00
停科研 A090 线东恩村 1#
变：萧山区瓜沥镇东恩村4
组南一带；8∶30-11∶00停云
石 C954 线 215# 杆 云 石
C954线尖山下分线开关：萧
山区戴村镇骆家舍村，萧山
区戴村镇尖山下村，萧山区
戴村镇方溪村，杭州浙伟实
业，杭州萧山姜字热缩制品
厂，杭州辉煌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戴村镇柯佳
伞件厂，杭州云石生态休闲
旅游开发等一带；8∶30-16∶
30 停中欣 C454 线中欣开
G13市政园林：萧山区蜀山
街道市政园林管理处（蜀山
路）；8∶30- 16∶30 停中欣
C454线中欣开G15杭州供
电1#：萧山区蜀山街道浙江
交工集团；8∶30-16∶30停知
章村沿山6#变综合柜低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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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缪家村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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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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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与杭
州精达减速机械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博宇减速机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前杭州精达减速机械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
合并，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存续，杭州精达减速机械有
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和杭州精达减
速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博宇减速机有
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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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与杭
州精达减速机械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博宇减速机有
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前杭州精达减速机械
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
合并，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存续，杭州精达减速机械有
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1000万元。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和杭州精达减
速机械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博宇减速机有
限公司承继。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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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精达减速机械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5日

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精达减速机械有限公司公告

杭州博宇减速机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精达减速机械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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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8日
晚潮时间
22:00
22:19
00:23
危险

高潮位
(米)
3.00
3.00
3.2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0月29日
早潮时间
11:30
11:50
13:55

高潮位
(米)
2.70
2.70
2.95

为顺利推进新塘街道姑娘桥村安置房建设工作，拟对萧山城区新塘北单元XSCQ2503-R21-01-1、XSCQ2503-
R22-01-2、XSCQ2503-B2/B1-06、XSCQ2503-G2/S2/S4-31等地块（原新塘单元A-01、A-02、A-03、A-04地块）
进行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暨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本次论证地块位于萧山城区新塘北单元，规划范围东至03省道
东复线，南至萧绍运河，西至香樟路，北至彩虹大道。
项目
原
规
划
指
标

拟
调
整
指
标

地块编号
A-01

A-02

A-03
A-04

XSCQ2503-01-1
XSCQ2503-01-2
XSCQ2503-06
XSCQ2503-19

XSCQ2503-29-1
XSCQ2503-29-2
XSCQ2503-29-3
XSCQ2503-29-4

XSCQ2503-31

用地性质
防护绿地

商业/商务/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防护绿地
公园绿地
住宅用地

服务设施用地
商务/商业用地

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城市轨道
交通/交通场站用地

地块面积（公顷）
1.86

9.35

0.75
1.1
7.72
0.32
0.55
1.13
0.39
0.18
0.16

0.0026

1.99

容积率
/

≤4.0
/
/≤1.9≤1.0≤3.0
/
/
/
/
/

/

建筑密度（%）
/

≤35
/
/≤22≤30≤35
/
/
/
/
/

/

绿地率（%）
/

≥25
/
/≥35≥35≥25
/
/
/
/
/

/

建筑高度（米）
/

≤100
/
/≤80≤18≤80
/
/
/
/
/

/

备注

6班幼儿园

公 示

根据阳光规划相关规定，现于2019年10月28日至
2019年11月6日在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东大厅、新
塘街道办事处宣传栏、姑娘桥村宣传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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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公示期内来电或书面反馈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
山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2757978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路
508号）

邮编：311200
网址：http://gtj.hangzhou.gov.cn
建设单位电话：82828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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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临浦旧里河市场46-53号面积约177平方米、萧
金路31号面积约280平方米，房屋出租。适合作为
仓库等。报名时间：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1
月1日。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82623486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招

租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头顶“萧山蒋大为”的光
环，活跃在群众艺术舞台的草根歌手
姚献庆，日前圆了多年来的梦想——
开一场个人演唱会。这场名为《乡愁》
的公益演唱会，赢得了群众发自肺腑
的掌声。

19日晚7点，杭州空港新天地钻
石广场激情飞扬，姚献庆用歌声点亮
了夜色。慕名而来的观众热情高涨，
不仅将场内500个座位占满，场外还
有近千名观众围观。

数十年追求音乐梦想，曾走进国

家最高艺术殿堂—北京国家体育馆水
立方，并代表浙江走上国际大舞台的
姚献庆，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老
歌，触动了大家的心弦，唤起对美好生
活的无限眷恋。

“能给观众带来快乐，是我站在舞
台的初心。”姚献庆坦言，靖江的首场
演唱会是他人生的新起点，只要观众
喜欢，他会一直唱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公益性质的
演出通过街道、社区特邀环卫工人、残
疾人、敬老院老人、外来务工者代表来
现场观看，还借助网络进行同步直播，
当晚有近5万人在线观看了演唱会。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平凡

本报讯 商场是不少市民常去的场所
之一，萧山宝龙城市生活广场位于建设一
路与金鸡路交叉口，作为萧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市北区块已投入使用的唯一一个商业
综合体，周边随意停放的非机动车给市民
出行带来了不便，也影响了城市形象。

今天起，开发区中队将对宝龙城市生
活广场周边开展为期4天的集中整治，对
不按规定停放的非机动车辆依法进行处
罚。之后将采取定人、定岗、定责的方式，

持续加大监管力度。
据悉，为改善宝龙城市生活广场周边

环境秩序，提升周边道路整体文明示范面
貌，近期，区城管局开发区中队采用“堵疏
结合”的整治方式，治理宝龙城市生活广场
周边停车乱象。

前期，由开发区管委会社发局牵头，召
集城管、社区、物业等部门、单位召开座谈
会，共同商议明确整治工作计划。在宝龙
广场周边，城管队员通过发放公开信、上门
走访等形式，提高群众知晓率，为整治工作
奠定基础。

除了宣传发动外，还通过在广场内部
增加非机动车停车位及周边道路施划非机
动车停车位的方式，规范非机动车管理。

广场内部如何增加停车位？物业公司
合理划分了停车位，扩大非机动车泊车区
域，同时对广场出入口进行改造，方便非机
动车辆进入广场。对广场周边的乐达路、
友佳路、建设一路等路段进行现场踏勘，在
合理位置划定非机动车停车位。

记者注意到，宝龙城市生活广场周边
非机动车位施划、引导指示牌设置、人行道
花箱摆放工作等都已完成并投入使用。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一场秋雨一场寒。昨天
起新一轮冷空气来袭，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大风降温雨雪在北方齐上线，萧
山下雪还早，但零星小雨已把气温打
压得抬不起头，昨天全区最高气温仅
17℃左右。

回顾10月过去的那些日子，2日
—25日，我区几乎没有下过一场像模
像样的雨，原因主要是由于副高形态
异常，控制了孟加拉湾地区，导致孟加
拉湾低压较弱，水汽输送条件较差。
另外，近期南支槽活动较弱，因此即便

北方有冷空气南下，也没有足够的西
南气流配合形成降水。上周末雨水的
总量虽不是太大，但对渴了太久的萧
然大地来说，多少缓和了一些。而今
天下午起，冷空气就会将雨水驱散，随
后又是一波连晴天气，气温略有起伏。

受雨水打压，今天白天预计最高
气温仅17℃，后面随着天况转好，最
高气温回升到22℃—24℃。受冷空
气影响，10月29日至11月1日，最低
气温只有 10℃—11℃，其余时间在
12℃—14℃。霜降时节，天气会一天
凉过一天，冷空气将会成为常客，当下
虽然不用穿秋裤，但也应提前准备好。

上路看 谈问题 讲道理

易出事故地点 大货车司机接受“原点授教”

宝龙广场非机动车随意停放 城管今起整治乱象

文/摄 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交宣

本报讯 日前，20余名大货车司机在
育才路山阴路口“集结”，交警城区执勤中
队的民警曹佳骏就站在路口，给大货车司
机们“原点授教”。通过上路看、谈问题、讲
道理，提升了工程车驾驶员交通事故主动
防范处置能力。

管住工程车
关键在于管住人

如何管住人？从8月份开始，萧山交
警大队各中队根据辖区内每个在建工地工
程车运输队的行驶线路和通勤路线，创新
开启了工程车驾驶员“原点授教”模式：交
警通过和工程车驾驶员一起实地体验，找
出哪里是易发事故路段，再确定授教点。

比如交警城区执勤中队有两个“原点
授教”点：育才路山阴路口和萧杭路博奥路
口。前一路口是老城区一个道路比较窄的

“T”字路口，周边居住区密集，沿街商铺林
立，车流量和人流量都比较大，而且交通参
与者也比较复杂，工程车、私家车、电动车、
行人都有。后一个路口，是辖区内不少工
程车通勤的必经之路。

因此，辖区内的工程车驾驶员们，被分
批拉到这两个路口进行“原点授教”。

20余名工程车司机集结后，曹佳骏便
开始授教。刚要开始讲，一辆来自九堡一
工地的工程车在右转弯时没有踩刹车，而
是一脚油门快速通过。“工程车右转弯如果
是小转弯，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像这样
的路口，请大家一定踩住刹车，在路口停顿
几秒时间，给自己和电动车都有一个能够
反应的时间。”结合路口的现实案例，曹佳

骏开始“灌输”安全知识……采访中，不少
工程车驾驶员表示，经常被这样“洗脑”，安
全弦绷得更紧了。

曹警官的现场授教，也吸引了不少路
过的电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驻足观看。“我们
也上了一堂安全课，回去我要跟老伴讲，以
后开车一定要戴好头盔，开到非机动车道
上。”一名大伯说，每个人都提高交通安全
意识，交通秩序才会越来越好。

“原点授教”未雨绸缪
从事后处置到事前防范

“原点授教”另一个环节是让工程车驾
驶员上路体验：沿工程运输路线进行体验，
详细解析每个点段、路口的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交通运行特点、常见危险以及主动
避险处置方式。路口右转弯点、事故多发

点，是各授教民警现场重点讲解和着重提
醒的。

而参加“原点授教”人员除了工地备案
的工程车驾驶员，还有车队安全员及负责
人，每次授教按照大队制定的登记表做好
记录并留档，这样就能动态掌握辖区工地
运输企业、车辆和驾驶员基础信息。

像曹佳骏一样，在开展授教工作前，各
执勤中队的干部、巡区民警都会熟悉辖区
各类交通基础信息。民警分析巡查情况、
违法特点、拥堵指数等数据，详细掌握每个
点段、路口的特点和常见危险现象，了解沿
线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治理进度，做好备
课再上路教学。此外，各交警执勤中队还
从事故发生地点、发生原因全面分析近年
来辖区交通事故情况，找出工程车通行线
路上的事故“黑点”和多发点位，收集典型
事故案例，针对性落实主动预防措施。

曹警官为大货车司机现场授教

新一轮冷空气来袭 气温“跌跌不休”

家门口开演唱会 草根歌手姚献庆圆梦

记者 周颖 整理

办萧山居住证
可以上摩托牌照吗？

网友“Hench”向网络问政平台咨
询，想购买摩托车上浙A车牌，获得萧
山居住证之后能否办理？

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回复：个人
在萧山办理摩托车上牌，除车辆资料
外，要求有萧山的居住证或者六个月
以上社保记录。不明之处请咨询萧山
车管所0571—82700223。

反映小区附近公交班次少

有网友向萧山网络问政平台反
映，中誉现代城附近公交车到金城路
往西区域不方便，708路公交车要45
分钟一班，晚上6点后就没有班次了。

区交通运输局回复：中誉现代城
附近站点的公交有 708B 路、715 路、
750 路、328 路，往金城路以西区域可
乘坐708B路，亦可选择金城路上裴家
埭站点的734、406、727路公交。708B
路（通惠路拱秀路口至盛东村）配车4
辆，现有班次间隔和服务时间设置基
本能满足沿线市民日常出行需求。

区运管处已要求公交公司做好客
流动态监测工作，待地铁五号线和杭
州火车南站运营后，将进行相应公交
配套，网友反映的情况将一并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