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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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4月2日 8∶35-15∶30
停开肆L001线开肆开G22
宁围分线：萧山区宁围街道
杭州易淘投资管理、杭州兴
达市政公用服务等一带；8∶

30-16∶30 停鸿新 C920 线
60/07/02#杆同兴村9#变令
克、同兴村29#变令克：萧山
区宁围街道同兴村等一带；8
∶30-14∶30停肆联C472线
运西村1#变：萧山区瓜沥镇
运西村一带；8∶30-14∶30停
肆联C472线运西村11#变：
萧山区瓜沥镇运西村一带；9
∶00-15∶00停如宝C855线
如松村5#变：萧山区瓜沥镇

如松村一带；8∶30-14∶30停
传芳C254线95/05#杆越山
村5#变开关：萧山区所前镇
越山村一带；8∶30-16∶30停
坎镇C576线14/05#杆山南
富村6#变令克：萧山区衙前
镇山南富村一带；8∶30-16∶
30停娄陈A910线娄下陈村
5#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
塘街道娄下陈村一带。

便民热线

市心广场D座D-1011面积约190平方米、D座D-
1022-1面积约44平方米，D座D-102D面积约196平
方米，D座D-1009面积约39平方米，人民路86-2号面
积约30平方米，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13805759663
联系人：孙先生 陶先生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招

租

因萧邮路（建设一路-金城路）工程建设需要，为确保
施工现场交通及行人安全，北塘河公园（风情大道至博奥
路段）部分封闭。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北塘河公园（风情大道至博奥路段）于2020年4月2日
0时起部分封闭，封闭区域内禁止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请

过往行人及非机动车提前绕行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
因建设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杭州市萧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
杭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2020年3月31日

关于北塘河公园（风情大道至博奥路段）
因萧邮路（建设一路-金城路）工程施工部分封闭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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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
晚潮时间
18:00
18:20
20:22
危险

高潮位
(米)

4.50
4.50
4.7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2日
早潮时间
05:10
05:28
07:20

高潮位
(米)

4.90
4.90
4.90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
从5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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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诺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诺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实施意见》（萧政发[2015]38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
操作办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和《2019年第一次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联席会议纪要》（萧低开办纪〔2019〕1号）的有关精神，
杭州汇达绿地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已经区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联席会议联审通过，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再开发方案基本情况：
杭州汇达绿地有限公司再开发地块位于新街街道（北侧毗

邻建设四路、东侧毗邻在建阳光城翡丽公园小区，西侧和南侧
为空地），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16）萧山区不动产权第
0003951号和浙（2016）萧山区不动产权第0004132号，使用权
面积为4830平方米（计7.25亩），批准用途为工业用地。地块
拟由企业实行自主开发，总面积为7198平方米（计10.8亩），由
两部分组成：地块一为杭州汇达绿地有限公司用地，面积4830
平方米（计7.25亩）；地块二为原企业代征用地，面积2368平方
米（计3.55亩）。再开发地块土地用途为商务设施用地，因地块
内现状建筑质量较好，依据相关政策及规划，拟保留地块原有
建筑，只对建筑内部进行适当改造。具体再开发面积及地块控
制指标以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为准，其中，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的70%自持，30%可销售、分割转让，最小产权分割单元
按规划设计条件确定（地块图件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信息公开
网站：http://xxgk.xiaoshan.gov.cn/）。

二、公示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容

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我办反映。公示期满后，无异
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将
准予该地块按上述再开发方案组织实施再开发。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
单位地址：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
邮政编码：311203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82727680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4月1日

杭州汇达绿地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公告
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

开发实施意见》（萧政发[2015]38号）、《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操作办
法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和《2019年第一次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联
席会议纪要》（萧低开办纪〔2019〕1号）的有关精神，杭州萧山海
洋电子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已经区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联席会议联审通过，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再开发方案基本情况：
杭州萧山海洋电子有限公司再开发地块位于新街街道（东

至同兴村道，西至杭州宝兴钢管租赁有限公司，南至空地，北侧
毗邻建设四路），不动产权证号为浙（2017）萧山区不动产权第
0087074号，使用权面积为2480平方米（计3.72亩），批准用途
为工业用地。地块拟由企业实行自主开发，总面积为3316平
方米（计4.97亩），由两部分组成：地块一为杭州萧山海洋电子
有限公司用地，面积2465平方米（计3.698亩）；地块二为原企
业代征用地，面积851平方米（计1.276亩）。再开发地块土地
用途为商务设施用地，因地块内现状建筑质量较好，依据相关
政策及规划，拟保留地块原有建筑，只对建筑内部进行适当改
造。具体再开发面积及地块控制指标以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
条件》为准，其中，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的70%自持，30%可销售、

分割转让，最小产权分割单元按规划设计条件确定（地块图件
见杭州市萧山区政府信息公开网站：http://xxgk.xiaoshan.
gov.cn/）。

二、公示期：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4月8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容

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材料形式向我办反映。公示期满后，无异
议或虽有异议但经审查没有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将
准予该地块按上述再开发方案组织实施再开发。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组办

公室
单位地址：萧山区育才北路508号
邮政编码：311203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82727680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4月1日

杭州萧山海洋电子有限公司地块低效用地再开发方案公告

迁
坟
公
告

根据《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深化殡葬改革工作的意见》（萧委办2007）7号
文件精神，结合我镇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经戴
村镇政府研究决定：对创建美丽乡村的村，在“三
沿五区”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凡在以上区域

范围内的各位坟主，即日起到所在村进行登记确
认，并限于2020年4月30日前自行迁移，逾期按
无主坟处理。特此公告

戴村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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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草莓嗓子肿了
原来是过敏惹的祸

随着春天的到来，花儿竞相开放，
马路上的梧桐和柳树都长出了绿叶。
风一吹，空气中飘散的花粉增多，花粉
过敏患者就多了起来。

市民陈小姐前两天从超市里买了
一些草莓，回来刚吃了6颗，就觉得嗓
子又肿又痛，嘴巴好像也肿了起来，于
是来到浙江萧山医院皮肤科就诊。陈
小姐说，她每年春季梧桐飞絮时总会
不停地打喷嚏，刚开始以为是受凉感
冒，后来才知道是花粉过敏引起的，没
想到这次吃草莓也过敏。

萧山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任强
强说，在接诊的时候，经常发现，许多花
粉过敏的患者同时也对一些食物特别
害怕，往往吃后也会产生过敏。像陈小
姐这样的患者为数不少。

无独有偶，小姑娘方方宅家多日，
趁着前段时间天气晴好，妈妈带她去湘
湖边游玩了半天。湖边垂柳依依，花儿
齐放，方方偎在树边花丛间，让妈妈拍
了很多美照。当天晚上回家后，方方的

脸部就出现了过敏，红肿几天不退。往
脸上抹护肤霜的时候，皮肤一阵阵刺
痛，难受得很。妈妈带她去看了区一医
院的皮肤科，医生诊断为花粉引起的皮
肤过敏，给方方开了药膏，并叮嘱她尽
量少去花粉多的地方。

据区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马东
红介绍，花粉是自然界一种主要的致敏
原，也是引发春季过敏的主要因素。花
粉在空气中飘散时，极易被人吸进呼吸
道内。常见的有过敏性皮炎、过敏性鼻
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结膜炎等。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为防流感抗过敏加一层防护

据任强强介绍，这段时间，皮肤科
室每天要接待120多名患者，周六周日
往往增加到180多名。“与去年同期比，
今年看诊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一。有
些过敏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特殊时期
避免去医院，也减少了一部分门诊量。
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外出的时间，还有
大家都养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的好习惯，
这也是有效避免花粉吸入的重要原

因。”任强强告诉记者。
对于有花粉、尘螨过敏史或敏感体

质的人群，任强强建议尽量减少外出，
少晒太阳，如果要外出，最好戴上遮阳
帽和口罩，做好防护工作。每天用清水
洗脸洗手，不要用洗面奶过度清洁脸
部，以免破坏角质层。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看过敏的患
者，近期去医院看流感的患者也大为减
少。每年的春季，气候忽冷忽热，老人
和小孩就特别容易患呼吸道感染。尤
其在幼儿园，二三十个小孩共处一室，
加上孩子的抵抗力差，一个小孩患了感
冒，其他小孩就很容易被传染。而今年
受疫情影响，学校、幼儿园停学，使得小
孩子的交叉感染机会大大减少。加上
市民聚集少了，外出时都自觉戴口罩，
养成了勤通风、勤洗手的好习惯，也使
得今年患流感的人数大为减少。

医生还提醒说，最近新冠肺炎疫情
形势向好，但市民外出时要戴好口罩，
回家后勤洗手，避免交叉感染。无论是
流感还是过敏，都离不开过硬的身体素
质，大家在平时要多加强锻炼，增强体
质，提高免疫力，这样才能少生病。

戴口罩勤洗手 给春季流行病加一层防护

万物复苏，草木葱茏，春天是一年最美好的季节，但也是
流感和过敏等流行病症的高发季。记者昨日从我区几家医
院了解到，相比去年同期，今年前去看流感和过敏的患者门
诊人数明显下降。

城事看点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孔林邹紫

日前，华家垫村在进化溪
上修建了鱼鳞坝，鹅卵石铺筑
的叠式堰坝，倾泻而下的水流
形成层层叠叠的白色水花，成
为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了
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点。

记者唐柯
通讯员张帆摄

“网红”鱼鳞坝
“现身”进化溪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戚天琪沈蒙恩

本报讯 近日，杭州陆续向全体在杭
人员发放消费券16.8亿元，在本次活动
中，全市14万余名困难群众可畅享“1+1”
消费嘉年华，即困难群众既可参与线上消
费券申领，又再单独增发每人100元的消
费补助，直接以现金补贴形式发放，我区
有1万余名困难群众可享受消费补助。

此次补助的对象是：2020年3月在册
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

对象、特困供养人员。补助金额：每人
100元。补助方式：困难群众不用申请，
由区民政局根据救助系统名单，通过低
保、低边、特困对象原发放渠道直接补助
到人，4月中旬全部发放到位。

困难群众线上申领碰到困难怎么
办？由于获得一次性现金消费补贴的困
难对象仍能同步参与电子消费券的申领
和使用，想要参与线上活动的困难群众如
在操作上有疑问的，可以向所属镇街（街
道）、村（社区）的帮扶工作者咨询。

1万余名困难群众可额外享受百元消费补助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俞园央

本报讯 为了预防境外病例输入，也
为了更好地服务境外回国人员及在萧工
作的外籍人士，燕子河社区在辖区内开展
了侨情信息大排查。

为了及时收集到侨情信息，社区统
战员将个人微信二维码发布到社区公众
号及楼道通知单上，方便居民扫码联
系。考虑到国外与国内的时差问题，24
小时不关机，看到消息及时回复。本着

“摸排一户、上报一户”的原则，有回国计
划的人员，社区都会详细询问并登记护
照号、手机号、回国日期、航班号、国内联
系人、国内住址、身体状况等信息，并帮
助回国人员进行浙江省海外侨胞回国健
康信息预申报。

不少留学生家长担心隔离管控问题，
社区统战员也细心安抚，向他们解释现行
的政策，并承诺向他们提供帮助。整体摸
排工作得到了华人华侨、留学生、在萧工
作外籍人士及其亲属的大力配合。

燕子河社区开展侨情信息大排查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方柳熠

本报讯 近日，山水苑小区业委会对
身处执勤一线、表现突出的18位物业工
作人员进行了表彰奖励。

疫情期间，他们白天黑夜奔走在小区
各个角落，定时喷洒消毒水，为所有电梯、

单元大厅、快递柜等进行消毒、消杀，为居
民保管快递、外卖，在卡点全天守候，如同

“守护神”一样保护着小区。这一切，所有
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山水苑小区业委会的暖心举动正代
表了小区居民的感恩之情，也温暖了坚守
岗位的一线物业人。

山水苑小区业委会慰问一线执勤人员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缪泽青

本报讯 近日，华达社区的巡防队员
俞灿平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巡逻。忽
然，他看到一旁的河道里浮着一个人。不
好，俞灿平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往河边
跑去。他大步跨过桥边的围栏，迅速抓起
花坛边的一根竹竿，大叫着提醒落水的人
抓住竹竿，但对方没有反应，俞灿平立即
跳入河里。他用尽全身力气将人抓紧，并
用一只手托住她的头，以免她呛水，然后
慢慢往河岸边靠近。河道离地面有1米
多高，在闻讯赶来的热心居民的帮助下，
俞灿平成功地把落水女孩救上了岸。

据事后了解，女孩是一名初中生，就

住在这个小区。第二天，女孩的父母买了
水果赶到社区感谢俞灿平，被他婉言谢绝
了。据社区工作人员说，俞灿平平日里就
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疫情期间，他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在通惠小区卡口办理通行登记、检查健康
码、测量体温。在刚开始阶段，他更是主
动承担了通宵执勤的任务。有一次执勤
时，小区突然停电，智能识别道闸的车杆
出现“罢工”，导致车辆无法进出。俞灿平
不顾脏乱，蹲下身体将手伸进狭小的手动
摇杆箱，用足力气摇动摇杆，车杆慢慢地
立起来了，车辆得以正常进出。像这样的
小事时不时地发生在俞灿平身上，让人感
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华达社区巡防员勇救落水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