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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
离休干部蔡芝文，因病于2020年4月7日
6时57分去世，享年98岁。根据逝者生
前遗愿，丧事从简，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
关怀。

讣告

妻：余玉珍 携
女儿：蔡越凤蔡越琴蔡月丽蔡云萍
女婿：孙兴学 胡国良邢东恺

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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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蔡国胜浙江省医疗收
费票据，号码：0051152631，
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4月9日 8∶35-12∶30
停东影A667线宁北村3#变
令克：萧山区宁围街道宁北村
等一带；12∶35-16∶30停钱
东C909线宁北村4#变令克：

萧山区宁围街道宁北村等一
带 ；9∶00- 16∶30 停 新 发
A504线新发村16#变：萧山
区益农镇新发村一带；10∶
00-16∶00停天荣C937线群
益村11#变：萧山区瓜沥镇群
益村一带；8∶30-15∶30 停
110kV大西变河杨A779线
86/04/03#杆（张家弄 4#变
令克）：萧山区戴村镇张家弄
4组等一带；9∶30-16∶30停
35kV河上变河上C486线河
上开 G16 河雪 C486 线 22/

04#杆（里都村5#变令克）：萧
山区河上镇里都村5组等一
带；8∶30-16∶30停湘湖变施
家C521线施家开G22棉北
分线：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萧
山水务城市建设及其周边一
带 ；8∶30- 16∶30 停 风 情
C290线世外开G15中铁十
五局：萧山区闻堰街道中铁十
五局集团第二工程；8∶30-14
∶30停衙泥C579线 02/02#
杆衙前集镇3#变令克：萧山
区衙前集镇一带。

便民热线 启 事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人可禾建设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

（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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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因市心路整治二期（道源路-萧绍路）拓宽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
道路交通有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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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措
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0年4月11日起至2020年7月10日，市心路（体育路-萧绍
路）东西道路两侧进行围挡施工，施工单侧长度约400m，施工期间体育
路-文化路路段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基本利用现状人行道；文化路-萧绍
路路段东侧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利用现状机动车道；文化路-萧绍路路
段西侧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利用现状人行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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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部门将另行发布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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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杭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2020年4月7日

关于市心路整治二期（道源路-萧绍路）拓宽工程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因新康路*通广路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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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0年4月12日至2020年5月31日新康路（人社局停车场-
人社局西出入口）道路东侧进行围挡施工，施工单侧长度约60m；新康
路（广德小区东入口-通广路）全段进行围挡施工；新康路（通广路-彩虹
大道地面道路）进行围挡施工。届时，人社局停车场-广德小区东入口
路段车辆、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利用现状车道；广德小区东入口-通广路
路段禁止通行；通广路-彩虹大道地面道路路段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利
用东侧现状人行道，进出永丰家园车辆利用现状车行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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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将另行发布通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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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杭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

2020年4月8日

关于新康路 通广路工程第一阶段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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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

晚潮时间

13:10

13:26

15:07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10

4.8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9日

早潮时间

01:30

01:47

03:31

高潮位
(米)

4.90

4.80

4.55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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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戚天琪
图/记者 郭庚新

本报讯 2019年，我区婚姻登记
7977 对，首次跌破 9000，直接降至
8000以下，创十年新低。离婚2577
对，为十年内次高（仅次于2017 年的
2756 对）。结婚登记数量越来越低，
离婚登记数量越来越高，结婚年龄越
来越大，渐成社会普遍现象。

近日，萧山区《2019年婚姻登记
数据》出炉。数据显示：我区男性结
婚登记的平均年龄为30.4岁，女性为
28.7 岁，其中男性初婚年龄为 27.1
岁，女性为 25.8 岁，相比 2018 年，
2019年的晚婚趋势依旧。

晚婚成了“主流”
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大

根据2019年结婚、离婚年龄段
数据可以看出，结婚集中在20多岁，
而离婚集中在30多岁。结婚人群中
同龄人与3072人，占比超过19%；年
龄差 1—4 岁的 5060 人，占比超过
31%。同时，大于30岁结婚的男女比
例都在增加。

区婚登处的工作人员分析，2019
年我区婚姻登记创十年来新低，结婚
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80
后、90后陆续步入了婚姻殿堂，适婚
人数也在慢慢减少。同时，晚婚也反
映出萧山新一代年轻人受教育程度
普通在提升。

“以前新婚夫妇受教育程度一栏
以‘高中’居多，现在普遍都是大学本
科毕业。一般来说，本科毕业后的年
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了，如果是参加工
作后的一两年就结婚，结婚年龄也普
遍晚了，何况有些人工作几年后才结
婚。”工作人员说。

年轻夫妇离婚
“性格不合”成第一大杀手

与结婚登记人数逐年减少的情
况相反，近十年来，办理离婚的人数
逐年增多，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区民政局联合区法院，将法院十
年来的离婚数据与区婚姻登记处数
据叠加，因此今年的离婚数据也更加
精确。从大数据可以看出，2010年到
2019年，区法院和区婚姻登记处的数
据均显示，全区离婚数量最高的都在
2017年。但由于结婚数字较大下滑，
2019年，我区结离比（结婚/离婚）为
十年最低。而在2019年的2577对离
婚人群中，占比最高的年龄段为30—
39岁，占到43%。

之前，区婚登处联合区霞飞婚姻
家事服务中心做过婚前调查问卷数
据分析，发现相比于出轨等婚姻危
机，“性格不合”成为年轻夫妇离婚的
第一大杀手。不少新婚夫妇在消费
习惯、社交生活、兴趣爱好、饮食习
惯、沟通方式、生活起居、交际圈子、
成长环境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其
中，超过25%的新婚夫妇在消费习
惯、兴趣爱好、饮食习惯、交际圈子、
成长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在婚姻辅导工作中，许多结婚未
满一年的夫妇，离婚理由也常是“性
格不合”。新婚夫妇如果在婚前对婚
姻生活的期待过高，对双方婚姻和谐
度的预期超过实际情况，那么在新婚
磨合期极易遭遇挫败从而对婚姻失
望、抱怨。

其实，离婚的夫妻普遍忽视了
“沟通”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夫
妻双方都缺乏合适的沟通技巧和沟
通方式。

■记者 郭庚新 通讯员 萧法

签了十年房屋租赁合同后，张先生一
次性支付给李先生40万元租赁款，不料中
途发生变故，导致合同提前终止。双方虽
然签了一份还款协议，约定由李先生返还
部分款项，协议签订后李先生却迟迟不还
钱，无奈之下，张先生起诉了对方。

从申请到立案，张先生没跑过一次法
院，诉状和材料都在网上递交，立案“零跑
腿”，得益于区法院从3月份全面实施的

“云”立案措施。

“云”立案全面实施
在家动动手指即可申请

据悉，区法院积极探索“互联网+”办案
模式，今年3月初开始全面实施“无纸化”立
案。相较于传统的线下立案模式，“云”立
案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便捷——当事人在
家就可以通过浙江法院网、移动微法院小
程序等平台，点点手指轻松申请立案，实现
24小时全天候立案。

那么，全面推行“云”立案如何实现？
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登录浙江法院网
http://www.zjsfgkw.cn/，点击“我要立

案”，按照提示和要求实施操作；二是打开
微信搜索小程序“浙江移动微法院”，进入
后点击“我要立案”。

当事人如顾及双方情面，也可点击微
法院小程序中的“诉前调解”，通过“ODR”
平台（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申请在
线调解，足不出户化解纠纷。当事人双方
经认证的调解员调解成功，可在线申请司
法确认，法官进行审查；如未达成一致，可
直接在线申请诉讼，也就是“网上立案”。

当事人自行网上立案确有困难的，可
以到区法院诉讼服务大厅，通过自助立案
一体机等设备扫描起诉状、证据副本等诉
讼材料原件，法院有专人现场指导当事人
网上立案。

三种情况
影响了立案成功率

记者通过智能手机实际操作发现，
“云”立案确实比传统立案模式便捷很多，
但大厅受理窗口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申请
网上立案案件共1157件，申请通过率仅为
20.61%，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云’立案算不上新鲜事，2018
年移动微法院便在全省上线了，不少群众
已经知晓，相关提示、告知、提醒或释明也
很详细。这次全面实施，是进一步革新立
案方式，将‘最多跑一地’向‘最好不用跑’
模式推进，以建立和推广长效机制。”区法
院立案庭庭长赵喆告诉记者，网上立案申
请通过率较低，主要是申请时存在以下几

个常见问题：一是提交的材料不够全面，很
多人上传的证据材料不全甚至不上传，导
致无法通过审查，只能退回；二是上传的照
片不够清晰，相当一部分图片上文字模糊，
清晰度较差，这种情况往往是用手机拍摄
所致；三是上传的材料与案件无关，部分当
事人不按要求操作，上传无用材料，个别案
情相关的材料则照片背景十分杂乱，导致
立案人员难以提取有用的信息。

此外，工作中还发现，个别当事人不知
道起诉要写起诉状，或者未在起诉状落款
处签名，甚至不提供个人信息，这些都影响
了立案的成功。

赵喆说，“云”立案的门槛并不高，只要
提供完整的立案所需的起诉状、当事人身
份信息、证据材料，保证文字、照片清晰，且
符合立案法定条件，申请通过率便会大大
提高。建议有需求的市民关注微信公众号

“萧山法院”，详见菜单栏“诉讼服务”的“无
纸化工作指南”，了解两种“云”立案方式的
具体操作步骤。

近日，萧山百家百

店公益中心开展春天

“菜篮子”素菜基地献爱

心活动，为萧山17家养

老服务机构送去了萝

卜、包心菜、大葱，共计

5000公斤。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王华英 摄

“云”立案实现“零跑腿”为何通过率仅20%
区法院立案庭：注意三个事项 确保申请立案顺利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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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结婚登记数创十年来新低
离婚人数为十年内次高

2019年婚姻数据出炉

离婚
2577对

离婚
主因

性格不合

2019年

结婚
7977对

结婚
平均年龄

男性30.4岁
女性28.7岁

同龄人占比
19%

差1—4岁
31%

下降
原因

适婚人数
逐渐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