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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 9∶00-17∶00停府和线（义府站-
文和站）、文和站母联开关：钱塘新区义蓬街道义蓬
村益民、公交公司。

12月24日 8∶00-17∶00停梅海975线海丰
分线02#开关、前十968线94西/02#开关（联络）：
钱塘新区新湾街道海丰村、山海村一带。

12月 17日 8∶45-9∶30停长厅056线 43/
39#开关后段： 钱塘新区瓜沥镇低田畈村
（二）、衙前新搪垦种、衙前项漾村垦种、来苏垦种、
衙前项漾村（围垦）、新塘街道办事处、新塘街道办
(垦种)、裘江垦种、一千亩牧场、钱塘水产、伟林农
业开发、谷丰农业、永兴养殖、吉天农业（四、十
六）、萧山红垦养殖、沿江蔬菜一带；9∶00-17∶30
停长厅056线20#杆-43/39#开关后段：钱塘新区
围垦造地开发（二）、三岔陆村围垦、省水利围垦综
合开发一场、瓜沥镇永联村围垦、东亚水产、永联
村围垦用电、吉天农业、省围垦造地开发公司

（三）、同济科技、水电学院(一) 、海港建设临时用
电；15∶45-16∶10停长厅056线 43/39#开关后
段：钱塘新区瓜沥镇低田畈村（二）、衙前新搪垦
种、衙前项漾村垦种、来苏垦种、衙前项漾村（围
垦）、新塘街道办事处、新塘街道办(垦种)、裘江垦
种、一千亩牧场、钱塘水产、伟林农业开发、谷丰农
业、永兴养殖、吉天农业（四、十六）、萧山红垦养
殖、沿江蔬菜一带；9∶00-17∶00停新湾十八站新
湾十八配线：钱塘新区新湾街道一带；9∶00-17∶
00停蓬园村2#变低压总闸刀：钱塘新区义蓬街道
蓬园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为确保大庄生态公墓扩建工程顺利实施。
现将有关迁坟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位于临浦镇大庄村湘湖底照面山的部分坟墓

（涉及工程规划范围内的坟墓，详见地面红线标记）。
二、迁坟规定和期限
在此范围内的坟墓墓主必须于2019年12月

25日前到大庄村村委会办理坟墓登记确认手续，
并于2020年1月8日前完成坟墓迁移。逾期未
迁移的，将视作无主坟处理。

大庄村联系人：徐春荣
联系电话：82279780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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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供电局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2 月 17 日 8∶30-9∶

30停通二C784线金马名仕
园1#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
山区城厢街道金马名仕园
及其周边一带；9∶30-10∶
30停万众A588线尚美名府
5#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
区城厢街道尚美名府及其
周边一带；10∶30-11∶30停
湘六C411线旺角城二期8#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

北干街道旺角城二期及其
周边一带；10∶30-11∶30停
湘六C411线旺角城二期2#
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
北干街道旺角城二期及其
周边一带；13∶30-14∶30停
抢二A018线加州阳光8#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北
干街道加州阳光及其周边
一带；14∶30-15∶30停越一
A008线金地天逸4#公变低
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北干街
道金地天逸及其周边一带；
8∶35-16∶30 停丰一 B201

线顺变Ⅰ开G14 3#路灯变：
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市萧
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
等一带。

●遗失杭州萧山中信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江淮牌载货汽
车，车辆型号:HFC1045P92
K6C2V，车架号：LJ11RBBC
2K1726531，合格证丢失，特
此声明。

●遗失浙江德伟建设有限公
司由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萧山分中心颁发的 IC卡
（交易证），证书编号为：XSJS
00063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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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 事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市心南路38号，面积约300平方米；西

河路94号4楼，面积约20平方米，适合办

公、超市等。

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82623486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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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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
晚潮时间
13:45
14:02
15:55
危险

高潮位
(米)

4.60
4.50
4.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17日
早潮时间
01:35
01:53
03:50

高潮位
(米)

4.20
4.10
3.75

12月14-15日，中国婚博会杭州冬季
展在杭州举行，据中国婚博会数据中心显
示：14日，展会交易总额达到1.72亿元。
杭州新人消费能力越来越强。杭州新人办
婚礼有哪些特点？在展会现场和数据分析
中能够窥得一二。

定制成杭州婚礼主趋势

对于杭州的90后、95后新人，他们更
加注重独特性，而定制婚礼更具有独特性
和纪念意义。数据显示，杭州6成以上的
新人会选择半定制或定制婚礼。

随着人数多、面积大的婚礼策划需求
减少，小型婚礼、户外婚礼逐渐流行起来。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大批婚礼策划定制机
构都聚集在本届中国婚博会现场。

中国婚博会杭州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杭州新人本就格外注重婚礼当日的布

置和策划，且特别热衷于追求与众不同的
婚礼效果，所以使得杭州的高端定制婚礼
市场在全国名列前茅。”

目前，杭城90后、95后新人普遍接受的
定制婚礼的均价也达到了4-8万元。全杭
州的高端定制类婚庆公司的市场份额也从3
年前的10%至20%迅增至40%至50%。

个性化旅拍走俏市场

婚礼需要定制，“黄金搭档”婚纱照的
拍摄也越来越强调个性化。

记者在婚博会现场观察到，铂爵旅拍、
艾尔文视觉和克洛伊全球旅拍三大特色品
牌齐聚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杭州新人旅拍
越来越个性化，我们顺应这一需求，继续在
旅拍方面下功夫。”中国婚博会旅拍行业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表示，杭城新人对于婚
纱照方面的消费预算限制不强，对于婚照

更希望能凸显个人特色，同时也很注重商
家团队的服务专业性和品质。

据婚博会相关数据显示：在拍摄婚纱
照方面，90后、95后新人最喜欢“异域旅拍”
类的风格，这个比例达到了近60%。而目
前杭城新人在拍摄婚纱照方面的消费主要
以中档和高档为主，中档消费在 6000-
8000元，高端消费在8000元以上，中高端
消费总体占比达到60%至70%。并且随着
旅拍在杭州新人筹婚时占的比重越来越
高，杭城的个性化旅拍市场正在持续向好。

从出生就打着“个性张扬”“理想主义”
等个性化标签的90后、95后现已经成为结
婚消费的主力军，他们个性化的筹婚需求刺
激着市场不断变化，品质感、高性价比的产
品与服务成为新人结婚的首选。而作为家
庭重大消费首选的结婚市场，也因这些个性
化需求日益扩大。 据浙江新闻客户端

杭州90后办婚礼 定制和个性化旅拍受青睐

12月14日，几名外国人在活动中学习刺绣。当日，部分在杭州学习、工
作、生活的外国人来到位于西湖边的湖滨路步行街，参观正在这里举行的“灵
动浙江”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指定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老字号
展示活动，并通过现场体验，感受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据新华社

西湖边体验非遗文化

为落实中美双方近日关于经贸问
题的磋商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国
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计划
于12月15日12时01分起加征关税
的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暂不
征收10%、5%关税，对原产于美国的

汽车及零部件继续暂停加征关税。除
上述措施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措施
继续按规定执行，对美加征关税商品
排除工作继续开展。

中方希望，与美方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妥善解决彼
此核心关切，促进中美经贸关系稳定
发展。 据新华社

中方暂不实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
悉，由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施工
的杭州市望江隧道15日试通车。望
江隧道运用先进的泥浆综合处理技
术，通过压滤固化，将废浆直接形成干
渣进行外运，分离出的清水循环利用，
做到了零污染、零排放。

据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副总经
理兼项目负责人赵合全介绍，隧道施
工期间，日处理废浆3000立方米，累
计处理40万立方米，全部实现循环利
用。

望江隧道全长3587米，盾构段长
1837米，双向4车道，隧道内设计时速
80公里，是杭州服务保障2022年亚运
会的省、市双重点工程。

面对钱塘江区域江堤抛石、沼气、
圆砾等复杂地质，项目部量身定制了
两台国际先进的泥水平衡式盾构机。
在钱塘江底首次成功使用常压刀盘，
解决了在高水压地层长距离掘进更换
刀具的作业难题。配备了沼气实时监
测、排放系统，安全穿越300米长的沼
气段。 据新华社

杭州望江隧道试通车 施工实现废浆零排放

为了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新业态新
模式，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杭州市政府
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鼓励高校、跨境
电子商务平台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人才
培育，最高可以给予不超过100万元
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根据意见，探索建立有效的人才
培养机制，对在全校范围内跨专业独
立组班或开设跨境电子商务微专业，
培养时间在1年及以上，且考核通过
的人数每年不低于50人的高职类院
校、本科类院校，分别给予不超过10

万元、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
持。

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在相关专业
基础上设置跨境电子商务方向专业，
并纳入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计划且每年
招生人数不低于50人的高职类院校、
本科类院校，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
元、不超过3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
持。

此外，高校设立实体跨境电子商务
学院（分院）且所在学院（分院）人数不
少于1000人的，可以获得不超过100
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扶持。 据新华社

培育跨境电商人才 杭州最高给予百万元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