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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蒸馏单甘酯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现将有关信息进行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可至杭州油脂化
工有限公司官网（http://www.hofcc.com/）查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纸质报告书可至建设单位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等。调查范围主要包括民围村、兴围村、群围
村等行政村以及管委会等，详见征求意见稿表2.4-1。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在此期间，公众（个人或团体）可通过以下网络链接下载公众

意见表。
网络链接：http://www.hofcc.com/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征求公众意见有效期限内，公众（个人或团体）可向建设单位

或环评单位指定地址发送信函、向指定邮箱发送邮件、电话等方式，

发表对该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建设单位将在本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
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环评单位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反映。

公众意见表或相关意见、建议可提交至邮箱：wangwd@hof-
cc.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2019年10月29日～2019年11月11日，共10

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大江东产业集聚区临江工业园区经八路1188号
联系电话：0571-82900615
七、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联创街199号3号楼
联系电话：0571-87331034

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杭州油脂化工有限公司蒸馏单甘酯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1月4日 8∶30-16∶30
停北坞C179线68#杆（北坞
C179线云峰分线开关）：萧
山区义桥镇云峰村、寺坞岭
等一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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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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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程立浙江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代码：31301，号
码：57431805，及浙江省医

疗门诊收费票据，票号：3175
475500、3175475502、3175
475501、317546207，声 明
作废。
●遗失金珈亦身份证（2019
年9月16日之前签发的），证
号：330681199504223303，
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受委托，将于2019年11月8日9∶30，在萧山区建设一路
1699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有底价
增价拍卖的方式公开拍卖报废电瓶、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
一批。整体为一个标的，起拍价1.799万元。竞买人仅限于
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法人。标的物于2019年
11月1日、4日在现场展示。

报名时间：2019年11月6日、7日（上午9∶00—11∶30、
下午13∶30—15∶00）；报名地点：萧山区市心北路886号萧山
农业大厦1号楼3楼，联系电话：82357356、17758023002。
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及复印件、委托书等，并缴纳保证金
1万元，保证金不计息。

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浦发银
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拍卖公告
萧山西部商务区单元XSGL0206-B1/B2-05地块位于萧山

区瓜沥镇宜港路和南二路交叉口西北角。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
11月 11日在萧山区空港新城管委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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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沥镇新港村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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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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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北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88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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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

项目

规划
指标

地块
编号

--

用地
性质

B1/B2
(商业兼容
商务用地)

地块面积
（公顷）

2.42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

≤45

绿地率
（%）

≥20

建筑限高
(米)

43.5（同时应满
足机场净空及
电磁辐射相关
要求）

公 示

朱莹杰：
因你拖欠支付租金超过30天，现我单位特通知你，你

与我单位签订的同盛大厦204《商铺租赁合同》自本通知
公告之日解除，我单位将另行租赁商铺。请你于公告后3

日内腾空商铺交还我单位并结算拖欠的租金、物业费等，
我单位保留通过法律途经追究你责任的权利。

杭州金凌裘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10月31日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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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
晚潮时间
14:50
15:02
16:27
危险

高潮位
(米)
6.20
6.10
5.7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2日
早潮时间
02:30
02:43
04:13

高潮位
(米)
6.00
5.90
5.45

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萧山区绿色循环
综合体项目（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单元，东至垦辉六
路，西至大治河绿化带、规划工业用地，北至伟成印刷）建设市
政基础设施项目。依申请，进行方案优化，现将优化后的图纸
予以公示。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gtj.hangzhou.gov.cn），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1楼、现场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10日。如有

意见或对公示内容有不明确的，请于公示期间来电或书面意见
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心北路99号）510室，邮
箱311215，或将意见投递到现场意见箱。涉及重大利害关系
的，利害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
出申请。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 0571-82151520 联系人: 高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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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7岁的应金梅，身材矫健，性
格爽朗，是个十足的行动派。她曾是一
名仓库管理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勤勤恳
恳工作了一辈子，退休后闲不住的她开
始在小区里管起了“闲事”。作为一名普
通的居民代表和社区志愿者，她热心公
益，积极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为社
区工作主动建言献策，赢得了大家的一
致称赞。

社区刚成立时，要招募居民楼道小
组长，应大姐第一个响应，不仅自己报
名，更是动员其他热心的居民积极响
应。平时哪家有个什么事，闹点小矛盾
了，应大姐总是第一个跑去帮忙、劝和，
通过讲理说法，及时调解多起家庭邻里
矛盾。

今年年初，社区组织开展入户走访
工作，应大姐又是第一个站出来，主动提
出利用每天晚上的散步时间，带着各个
小组长进行小区居民入住情况的摸底，
为社区后期的走访提供了便利。入户走

访时，应大姐更是利用自己在小区内的
高知名度和好口碑，协助社区工作人员
摸清情况。

社区成立后，为广悦公寓配备了一
些基础器材，平时就放在小区活动室内，
无人看管。应大姐担心器材损坏和遗
失，也为了让居民们拥有更好的休闲娱
乐环境，便主动承担起了管理和打扫活
动室的任务，早上第一个来开门，晚上等
大家活动结束后打扫完卫生、检查关闭
电源后把门锁好再回家。之后，应大姐
还协助社区给广悦公寓的活动室建立起
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协助社区招募了一
批活动室管理人员，建立起居民自治的
管理模式。

社区组建巾帼志愿者队伍时，应大
姐再次主动要求加入。社区组织的每次
公益活动，她都积极做好宣传，带动身边
的居民一起参与。

2018年底的腊八粥派送活动，应
大姐得知社区人手不够，也没有场地，

就主动承担了熬粥的任务，骑着电动车
一趟趟地来社区把食材、锅盆带回家，
发动小区热心居民一起准备。派送当
天，她一早就准备好了满满一桶热气腾
腾的腊八粥，自己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早饭，便带着热心志愿者在小区门口为
居民派粥。

在之前开展的环境卫生百日攻坚行
动中，应大姐发挥带头作用，在每个月
10日、20日、30日带领志愿者队伍对小
区公共绿化区域的垃圾、杂物进行清理，
同时利用日常散步、话家常的时候向身
边居民宣传改善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为
创建文明小区和文明城市贡献了自己的
一份力量。

应金梅所做的事都不是轰轰烈烈的
大事，但她用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小事，感
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居民。正因为有像应
金梅这样热心肠、爱“管闲事”的人，邻里
才能相处融洽，小区才能共享温馨，社区
才能共创和谐。

爱“管闲事”的应大姐 走进了居民心里
南晖社区有位应大姐，小区事记心里，任务重不叫苦，事

情多不嫌烦，居民上门不推辞，有求必应不耽搁。一位普通
的退休工人，却有着不普通的热心与坚持。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倪旎

应大姐（居中）参与社区活动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丁洪云

本报讯 昨日，由萧山区人力资源考
试培训和技能鉴定中心主办，萧山区人
力资源管理协会协办的本年度第三期

“萧然讲堂”公益课开讲。来自全区80
余家企业的200余名人力资源干部和区
人力资源市场部分窗口工作人员走进课
堂，参加了一场十分有意义、实操性非常
强的专题培训活动。

杭州同建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蒋
建丽老师以“讲解+演练”的方式开展教
学。从礼仪文化追根溯源、国际礼仪与
沟通全球化、商务形象力资源管理、商务
场合的礼规应用与应变、职场人际沟通
等方面进行分析讲解，并结合日常工作

的实际，在授课中不断结合身边的案例，
作为学习的实践分享，而且不断和学员
互动，既调动了学员的上课积极性，又加
深学员对于这些知识的印象。

杭州威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人资经
理李国土说:“HR（人力资源）除了专业
性，还需要具备情商与理性，职场礼仪的
学习，让我们HR们更有自信，更具有职
业化。”杭州时比特网络商务有限公司的
郭荣表示，这次商务礼仪课程内容比较
全面，职场礼仪，以礼赢商，学到很多。

本次活动选取了商务礼仪这一课
题，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区企业人力资源
干部的礼仪素养，帮助企业树立“以礼治
企，以礼赢利”的信念，强化企业文化、提
升企业形象，有力展示企业软实力。

第三期“萧然讲堂”公益课开讲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汪渊渊

本报讯 近日，星都社区举办了太极
队启动仪式，60余名居民、学生、志愿者
和拳友参与，金山小学的“小拳友”还在
仪式上小露了两手，博得满场掌声。

星都社区太极队是老干部局美丽人
间太极工作室、区武术协会和星都社区
协力打造的第一个太极文化入社区项
目，将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太极文化
的推广普及，让从孩童到老人的全年龄

段居民都可以了解太极、欣赏太极、喜爱
太极，让拳友们都有机会学、有老师教、
有地方打。

今后，星都社区太极队将安排专业
老师每日晨间在社区活动场地进行太极
教学，本着共享原则，学员也不仅仅局限
于本社区居民，而是向周边社区全面开
放。星都社区书记王钢梁表示：“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让城市居民拥有更健康的
生活方式，也让更多年轻一代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星都社区成立太极队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陈霏斐

本报讯 为丰富企业退休人员文化
生活，展现夕阳风采，广德社区于近日举
行第六届企业退休人员交谊舞比赛。

当晚天公作美，参赛人员情绪饱满，
来观赛和鼓劲的居民早早地就到场地等
候活动开始。比赛舞种分别为：慢四、慢

三、并四、伦巴、恰恰，有9对选手进行了
激烈角逐。每一组选手都有自己独特的
韵味，矫健、婀娜的身姿诠释着他们对音
乐的不同理解。他们用潇洒的舞姿，轻
快的舞步，展现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居民们
的热烈喝彩。经过现场直接打分，比赛
评出了一、二、三等奖。

广德社区举行退休人员交谊舞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