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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萧山区各用人单位：
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

管理规定的通知》（杭财社〔2017〕5号）规
定，各类用人单位每年均应向残疾人就
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度本单位残疾人职
工就业情况，作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抵
扣依据。现将2020年杭州市萧山区用人
单位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申报对象
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区域内，2019年

度已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且单位职工

医疗保险在本市缴纳的机关、团体、企业、
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等各类用人单位。

二、申报时间
2020年5月6日至6月30日（节假

日除外）。
三、申报方式及材料
用人单位可通过网上或窗口申报的

方式进行：
（一）网上申报(以下任意一种方式均

可)，在线填报《杭州市用人单位残疾人就
业情况申报表》及《杭州市用人单位残疾
人就业情况申报承诺书》。

1、电脑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www.
zjzwfw.gov.cn）；

2、手机下载“浙里办”APP。
（二）窗口申报。向萧山区残疾人劳

动就业服务所窗口（萧然东路279号一楼
大厅）提交《杭州市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
情况申报表》《杭州市用人单位残疾人就
业情况申报承诺书》（登录杭州市残疾人
服务网www.hzcl.org.cn 下载，须加盖
单位公章）。

四、审核结果查询
（一）网上申报的：自申报完成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后登录系统查询；窗口申
报的：审核机构当场出具《审核确认
书》。申请需求被退回的须在被告知（查
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重新提交申请。

（二）对审核结果有异议，在收到
《审核确认书》或自查询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向审核机构提出复核申请并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不复核或未能在
复核期内提供完整材料的视作对审核
结果无异议。

五、其他事项
（一）自2020年起简化申报材料，残

疾人证、残疾军人证、残疾人职工工资支
付凭证、在杭居住证明等材料均无需再
提交，但如有残疾人职工《劳动合同》签
订、工资发放、社会保险缴纳不是同一单
位，且单位间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须提
供上下级隶属关系证明材料和与残疾人
签订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二）用人单位申报残疾人职工就业
情况时填报的信息及提交的材料应当真
实、合法、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杭州市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0年4月30 日

2020年杭州市萧山区用人单位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公告

五一助听器特惠验配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惠耳听力在五月助残日
期间，特邀听力学专家莅临开展耳聋、耳鸣康复咨
询以及助听器优惠验配活动。

1.一元钱体验30天（助听器试戴，限10个名额）；
2.以旧换新、买一送一、分期付款、温馨升级；
3.数字手动调节耳内式助听器，仅需890元/

台起；
4.100%数字电脑编程助听器，仅需1640元/

台起；
5. 隐型四核 10通道处理芯片助听器，仅需

6800元/台起；
6.凭此广告到店赠送进口电池1版及礼品1份。

惠耳听力临浦店
活动日期：5月10日（星期日）
地址：萧山区临浦镇人民路49号（镇政府斜

对面）
咨询电话：0571-82649115

惠耳听力瓜沥店
活动日期：5月24日（星期日）
地址：萧山区瓜沥镇人民路406号（航民宾馆

斜对面）
咨询电话：0571-83510275
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

■通讯员 张婷

4月17日，汇德隆银隆百货万人购专场，满3
元送2元、满额送礼、线上直播等活动，丰富而精
彩，在助力提升销售的同时，也更好地满足了市民
消费需求。

4 月 24 日—26 日，汇德隆食品连锁联合
220家供应商，推出品目繁多的商品，全场 5折
起、抵用券大放送等一系列优惠活动，吸引不
少市民前往消费。24日早上 7时，已掀起抢购

热潮。
4月25日，第十三届“汇德隆之夜”家电内购

会强势归来，海尔、海信、松下、创维、博世/西门
子、美的、老板各品牌大佬助阵此次活动，汇集厂
家133个品牌，折扣低，力度大，排长队购家电的
场面非常盛大。

据悉，此次汇德隆集团推出的系列活动环比
上周客流增加70%，整个集团的总销售额比去年
同期增加33%以上。活动的成功举办，也给复工
后的汇德隆集团所有门店增加信心。

老牌萧企 再造辉煌
4月17日—25日

汇德隆集团旗下百货、食品、家电三大板块推出多项优惠活动

明天，五一假期就将拉开帷幕，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好，大伙走出户外旅游的信心和愿望增强。这个假期天气如何？去景区游玩要注意些什
么？本报特别整理了有关天气、消费、出行、景区等相关信息，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天气好不好？出行畅不畅？
景区有管控 消费要理性

五一期间，为保障游客的假日游览
体验，确保湘湖景区安全平稳有序开
放，将对部分道路及场地进行管控。

道路管控。景区内观荷路、梦湖
路、湘农路，沿亚太路一线实施全天候
封闭；越王路、湘湖路、杨堤、跨湖桥路
等结合区交管部门管控措施进行交通
调节；景区内定山路根据停车场饱和度
进行道路管控（五一期间开放三期地下
车库），结合游客量适时安排观光车进
行定山路接驳。

场地管控。景区内下孙文化村、湘
堤、越堤、眉山岛、定山岛等相对封闭的
场地将根据游客量进行适时管控。

这份五一小长假出游攻略请收好

昨天，在偏南风的助力之下，气温
快速攀升，城区最高气温升至29.1℃。
今天白天多云，温度还将继续攀升，4月
将会在30℃＋的热度中和大家挥别。

五一小长假，大家关心的假期天
气，区气象台的最新预测是：我区天气
先雨后晴，降雨将出现在今天夜里到5
月 2日白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 3日
—5日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随着晴雨
变化起伏，5月3日—4日最高气温可达
32℃—33℃，其他时间26℃—29℃，最
低气温19℃—21℃。而假期后期天气
转好气温较高，要做好防晒的准备。

30℃+的热度，这个节奏，感觉夏天
已经在眼前了。按气象标准，连续5天
日平均气温≥22℃时，就正式进入夏天
了。我区常年入夏时间一般在5月下旬
（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超过22℃入夏）。
这么看看，春天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
了，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春天吧。

“五一”假期先雨后晴
最高气温可达33℃

■记者项亚琼朱林飞杨圆圆 见习记者周子青通讯员高海霞孙耿萍

湘湖景区有管控
道路、场地部分封闭

5月1日-5日
萧山车辆“不限行”

五一期间，5月1日（周五）—5日
（周二），萧山不实施“错峰限行”交通管
理措施。5月9日（周六）上班，但不实
施高峰时段区域“错峰限行”交通管理
措施。

萧山区货车限行区内，每天24小
时仍旧都限行。如果货车需要在限行
区内通行，请提前办理货车通行证，并
按通行证上规定的时间路线通行。另
外，五一假期及周末，微信端通行证办
理业务仍开放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萧山区域内所有路
段，除本区籍从事农业生产运输且有通
行证的上道路（变型）拖拉机外，其余
（变型）拖拉机（含非萧山籍）一律禁止
上路通行。

假期高速免费
5月6日零时起恢复收费

假期里，不少朋友计划省内出游，
高速是否免费成了自驾一族关心的
事。记者了解到，史上最长的收费公路
免费期要结束了，5月6日零时起恢复
全国收费公路收费。

今年五一长假高速公路什么时段
最堵？什么地点最堵？

据高速交警部门预测，这两个时
间段最易拥堵:出程：5月 1日 9时至
12 时，返程：5 月 5 日 14 时至 19 时。
预计5月1日为出程拥堵高峰，峰值将
出现在9时至12时，17时后会出现一
定程度缓解，20时后开始平稳。5月5
日为返程拥堵高峰，峰值将出现在14
时至19时，部分路段拥堵可能延续至
20时。

据交通大数据预测，五一期间省
内出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G25长
深高速、G60沪昆高速。省外返程易
拥堵缓行的高速有：G15 沈海高速、
G60 沪昆高速等；同时，杭金衢衢州
段、甬台温温瑞段等拥堵情况也将比
较突出。建议车主时刻注意路况，及
时躲避拥堵。

另外，五一期间怎么带娃出游，杭
州市教育局防控办28日发出通知，倡导
师生五一期间不出远门，不扎堆热门景
点，原则上不到省外旅游；外出应尽量
自驾出行，当天来回，减少在外住宿；外
出应尽量自备饮料食品，减少聚餐；到
人员密集地方，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减少与他人接触。

其实，假期里家门口也处处是风
景。湘湖边的美景自不必说，我区南片
乡镇的秀丽景色也值得大家去体验。
住一次乡村民宿、吃一餐乡村美食、购
一份乡村特产，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不一
样的文旅新体验。

五一小长假
地铁运营时间延长

今年五一假期杭州地铁线网运营
将进行相应调整。今天和5月5日（即
假期前一天和假期最后一天），线网将
延长运营半小时，1、2、4、5、16号线末班
车起点站发车时间延长至 23:00 左
右。5月1日—4日地铁运营服务时间
不延长，将视情况加密行车间隔。五一
假期仍处于疫情防控期间，请市民在乘
坐地铁出行时，主动出示健康码并全程
佩戴口罩。

图书馆、博物馆、景区
都需提前预约

五一假期，除了亲近大自然外，很
多家长计划带着孩子去图书馆借书，或
去博物馆参观。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去
图书馆和博物馆仍需提前进行预约。

如何预约？市民可通过“萧山图书
馆”和“萧山博物馆”官方微信号进行入
馆预约，填写真实身份信息，包括姓名、
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

其中，图书馆只能预约当天和未来
2天内的时段，从9点开始预约，每小时
为1个时段，每个时段限额100人。读
者入馆前须戴好口罩，有序排队并确保
前后间隔1.5米以上距离；扫描签入码
并凭二代身份证进行身份认证登记后
入馆。

博物馆也是分时段预约，需填写姓
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并要阅读预
约须知。预约后，凭本人身份证、杭州
健康绿码可进入各馆。观众须全程正
确佩戴口罩，排队和参观时保持1.5米
以上距离，避免聚集。

为防止人流密集带来疫情风险，杭
州4A级以上收费景区景点将继续全面
推行网上预约制度，每天接受最大承载
量30%的游客入园。

基于城市大脑文旅系统的预测数
据显示，五一期间西湖风景名胜区（包
括雷峰塔、飞来峰等收费景点）、千岛
湖、西溪湿地、余杭良渚遗址公园等景
区景点最受游客青睐，其他区县（市）景
区景点包括富阳野生动物世界、余杭超
山、临安大明山、桐庐天子地风景区和
建德大慈岩景区等也都是热门旅游
点。有意愿前往这些景区景点的市民
和游客，可提前两天通过“在杭州”“杭
州文广旅游发布”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
预约，到景区景点门口时凭预约二维
码、绿色健康码入园。

日前，区消保委发布五一小长假消
费提醒，对市民假期里的吃、玩、购送上
了全方位消费建议。

小长假期间，一些商场、超市等可
能会推出打折等活动。这些促销活动
给消费者带来实惠的同时，人员过分密
集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区消保委建议
消费者尽量避免参加这些活动，保护自
身健康。长时间的消费热情一旦被释
放，很多消费者都会冲动消费。区消保
委建议消费者在购物前要货比三家，有
计划、有控制地理性消费，切勿盲目选
购。网购时也要选择正规的电商平台
进行网购，避免外出带来的风险。

春光正好，不少市民都早早做好了
假期出行的计划。区消保委建议，市民
不论是跟团游还是自助游，都要提前安
排，了解当地天气、卫生、交通情况和景
区政策，对限量开放和预约等政策要提
前了解并做好安排，谨慎前往疫情有反
复的地区。

在旅行中也要有健康防疫意识，积
极做好自身防护，全程戴好口罩，遵守
出行和景区的各项措施，尽量不要去热
门地区和热门景点，避免人多扎堆，建
议选择周边游，近郊游。

针对外出聚餐情况，区消保委建
议，消费者尽量不外出聚餐，在家自制
饮食。确实需要外出就餐的，尽量选择
口碑好、卫生条件和通风设施都比较好
的餐饮店，有包厢的尽量不选大厅，以
避免交叉感染情况发生。

此外，餐厅能预约的尽量通过预约
等方式进行，避免人多情况下的扎堆等
待，要注意就餐卫生，提倡使用公筷公
勺，逐步养成文明用餐好习惯，形成健
康新风尚。餐饮中也要注意敬畏自然，
拒绝野味。

小长假消费提醒
我们该如何吃玩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