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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6月2日 8∶30-14∶30
停梅仙 C790 线梅仙村 2#
变：萧山区瓜沥镇梅仙村一
带 ；9∶00- 13∶00 停 瓜 港
A078线工农村3#变：萧山
区瓜沥镇工农村一带；10∶
00-15∶00 停科研A090 线
东恩村13#变：萧山区瓜沥
镇东恩村一带；8∶30-16∶
30停歌剧C764线城建公寓
1#公变 1#、2#低压分路开
关：萧山区城厢街道城建公
寓 5 幢 1-3 单元、6 幢 1-2

单元、7幢1-2单元、8幢1-
2单元、9幢1-2单元及其周
边一带；8∶35-13∶30 停光
明C384线35/04#杆红山农
场三分场1#公变令克：萧山
区新街街道红山农场三分
场等一带；13∶35-17∶30停
沿江C619线144#杆沿江村
14#变令克：萧山区新街街
道沿江村等一带；8∶30-16∶
30 停联华 C422 线联二开
G14地质分线：萧山区蜀山
街道浙江佑诚建设、浙江省
地质调查院；8∶30-16∶30
停潘水C818线南一开G13
计生分线：萧山区蜀山街道

医药、杭州市萧山区计划生
育宣传技术指导站；8∶30-
17∶30停石岩C456线石岩
开岩湖C456线 94#杆曙光
机械令克：萧山区蜀山街道
杭州萧山曙光机械厂；8∶
30-17∶00 停 27/05/13#杆
(华杰摩擦开关)：杭州华杰
摩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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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杭州萧山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工会
收据171297176-178、1712
967452 及 1713097610，特
此声明。

便民热线
启 事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6月8日 8∶30-16∶30停湘湖变荣联C522线
城北开G14城北新村：萧山区城厢街道城北新村及
其周边一带。

6月11日 8∶30-12∶30停恒达C135线变电站
间隔开关：萧山区靖江街道义南村及杭州博立格纤
维、杭州恒俊钢构一带；8∶30-16∶30停越王变东湘
A015线彩虹开G13美之分线：萧山区城厢街道东
湘村、杭州萧山东湘加油站及其周边一带。

6月12日 8∶30-16∶30停永民A819线南虹Ⅱ
开 G16 永雷 A819 线-永雷 A819 线 10#杆永雷
A8192开关：萧山区南阳街道东风村一带。

6月14日 8∶00-14∶00停云麓A703线变电
站间隔开关-东麟开G11云麓A703线：萧山区瓜沥
镇杭州创华置业一带；8∶00-14∶00停东麟A709线
变电站间隔开关-东麟开G21东麟A709线：萧山区
瓜沥镇杭州创华置业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计划停电预告

2020年6月10日15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
心404室会议室（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号行政服务中心科创中心
B楼4楼）举行拍卖会。

一、标的及起拍价：
标的1：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143、144 号，建筑面积

约70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11.2万元，保证金2万元。
标的2：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145、146、147号，建筑

面积约74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11.75万元，保证金2万元。
标的3：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149号，建筑面积约31

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6.5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4：位于萧山区城厢街道人民路45-2号，建筑面积约

30 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1.78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5：位于萧山区瓜沥镇航坞社区商贸中心B09-08号，建

筑面积约16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0.65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6：位于萧山区瓜沥镇塘头社区南闸5幢401室房产，建

筑面积43.02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0.54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7：位于萧山区瓜沥镇芭蕉砚社区航坞路211号，建筑面

积约27.3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4.3万元，保证金1万元。

标的租期5年，租金1年一付，5年每年租金不变。采用有保
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二、咨询、报名及相关事项：即日起至2020年6月9日15时止
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有意者向指
定账户缴纳保证金（户名：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29248；开户行：浙江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保
证金（不计息）须在2020年6月9日15时前到达账户。

三、报名时间、地点：自2020年6月8-9日（上午9:00—
11:30、下午13：30—16：00）在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78号。

四、报名手续：报名时，法人凭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同时提交银行竞买保证金到账的进账单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网址：www.xszbjyw.com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82729929、82816862、82717700 详情

见：www.hzxrpm.com。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 CQPM—20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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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

晚潮时间

16:40

16:57

18:50

危险

高潮位
(米)

4.70

4.60

4.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2日

早潮时间

04:00

04:16

06:03

高潮位
(米)

5.20

5.10

4.90

萧山区市心广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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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心广场D座D-1022四层面积约800平方米，市心
南路38号面积约300平方米，市心南路28号北面积
约90平方米，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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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村民：
进化镇裘家坞村因沿山公路建设需要，凡涉及该

地段范围内的坟墓必须迁移，现将该地段迁移事宜通
知如下：

一、迁移范围
该沿山公路建设位于进化镇裘家坞村，南从丁坞

庙至大坞水库至横塘外河，路程全长2.4公里，宽10米
左右。

二、迁坟时间
请上述有涉及到该范围内的墓主，在2020年6月

20日前到裘家坞村委办理迁坟手续，并自行组织搬迁，
联系人：裘林祥，电话：82357697

三、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村将统一进行
迁移。

进化镇裘家坞村村民委员会
2020年5月31日

迁
坟
公
告

空港将启动南阳区块“会展新城”建设

群围村：“清廉在线”监督小微权力

楼塔“党建+村银互联” 助推乡村振兴

“杭州大会展中心项目”年底开工 投资145亿元

新街再动员再部署环境大整治行动

美丽萧山

义桥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行动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俞秀春 金城

本报讯 继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等
之后，又一座新城将在空港新城南阳区块
拔地而起，这就是“会展新城”。

会展新城是一座“以展兴城、以展兴
业、以展惠民”的新城，以南阳部分区域为
开发建设范围，未来将依托会展产业带动
生产生活和区域经济，赋能杭州未来城市
新发展。

按照计划，2020年将完成会展新城区
域内首个标杆性项目——大会展中心的开
工建设。大会展中心项目将以建设国内顶
尖场馆为目标、以大区域统筹为依托、以高
标准规划设计为原则、以一体化市区联动为

机制，对标国际一流大型会展中心，充分衔
接机场、地铁与中环高速，致力于打造出集
功能化、智能化、数字化于一体的行业标杆。

据了解，建设大会展中心，是把杭州打
造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国际会议目的地
城市、会展之都的重要手笔；是推进城市国
际化、建设杭州都市区、推进拥江发展的关
键举措；是补齐杭州会展产业短板、赋能城
市发展新动力的有力抓手；也是统筹区域
发展，带动钱塘新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未
来新发展的重要平台。

会展新城，将通过大会展中心项目建
设运营，“以馆带城”，推进整片区块的联动
开发和全面提升；实施区域一二级联动开
发，形成高效运作的工作闭环，打造完整的
会展产业生态链，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区
域经济，提升片区生产生活水平，赋予城市
新动能。

今年年初，《杭州空港经济区党工委、
管委会关于开展“三个年”活动的意见》出

台，其中就包括投资约145亿元的“杭州大
会展中心项目”。其总建筑面积约150万
平方米，将集展览展会、会议中心、星级酒
店等多功能于一体，预计将于年底动工。

“杭州大会展中心项目”择址空港新
城，是“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板块内
萧山机场、机场轨道快线、地铁1号线和7
号线等交通线路密布，形成空铁联运的复
合式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更有亚运会这一
国际赛事加持，将提升片区活力，带动城市
经济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杭州大会展中心项
目”的建设，相当于为杭州设立了“城市坐
标”。150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汇聚了多
种展览、酒店等功能，不仅是杭州扩大开放
的重要平台，也是杭州增强临空经济核心
引擎功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的重要载体，
更是杭州与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窗口。以
大会展中心项目为起点，也吹响了空港新
一轮大建设、大开发、大发展的号角。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黄坚毅 陈佳蔚

本报讯 连日来，义桥镇按照区
委、区政府“城市环境大整治，城市面
貌大提升”的部署要求，通过明察暗
访、上下联动、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等
举措，在全镇范围内迅速开展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行动。

义桥镇把水环境治理作为环境卫
生百日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清理障碍、
打捞各类漂浮物和垃圾，严查违法排
污和向河道乱丢乱倒垃圾行为，严禁
放养家禽……经过一段时间治理，全
镇村级池塘、河渠、水库，如今已是碧
波荡漾，风光宜人。

在村社卫生整治上，义桥着力美
化居住环境。如清理房前屋后、生活
小区及楼道内各类堆积杂物，引导群
众进行规范放置，实现整齐美观；清除

辖区内公共区域小广告、非法张贴宣
传品等；督促经营者落实门前卫生责
任制。

在道路沿线环境整治上，从清除
时代大道、油虎线、春永线等主要道路
可视范围内堆放的垃圾、杂物、污染
物，到清除主要道路沿线两侧破旧广
告牌、横幅、标志标牌、拆除各类违章
搭建，再到关停造成污染、影响环境的
业态场所，统筹兼顾、精准施策、集中
力量，联动有关部门，明确整治范围和
任务，开展高效率、高标准的整治行
动，努力将道路沿线打造成一道道干
净、通畅、美丽的风景线。

接下来，义桥镇还将对重点道路
沿线区域进行系统性改造，将集中整
治和长效运维机制有机结合，完善设
施建设、日常管理、执法监管、道路养
护等机制，打造义桥“美丽道路”。

■首席记者 洪凯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农村小微企
业面临资金、贷款困境，如何更好搭建
农村小微企业与银行的互动交流平
台，是当下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

日前，楼塔镇省美丽乡村美育村
试点单位楼家塔村与萧山农商银行楼
塔支行签订“党建+村银互联”合作协
议，以结对共建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互
动，增强组织活力，实现优势互补，达
到银村合作双赢，助推乡村振兴。

“这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与尝试，积
极帮助小微企业缓解资金贷款难问
题、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党建全面进
步。”楼塔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丁晶
晶说，“党建+村银互联”将以楼家塔村

为支点，以“点”扩“面”，通过组织共
建、资源共享、活动共联、实事共办等
形式，使“党建联盟”活动更加精准有
效，实现银行受益、群众得实惠、村庄
振兴的多赢。

浙江农商银行楼塔支行行长裘开
元表示，此次结对共建是贯彻“乡村振
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要
求，从“党建互联、金融互联、文化互
联、助贫互联”四方面入手，全面推动
楼家塔村集体企业、文化产业、乡村旅
游、扶贫工作等的发展。

据介绍，楼家塔村将与萧山农商
银行楼塔支行携手合作，通过基层党
建与金融信贷工作融合、贯通，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形成“金融助力党建，合
作引领发展”的良好局面。

■通讯员 应长根 首席记者 龚洁

本报讯 日前，新街街道召集相关
职能部门和村社负责人，就扎实开展

“环境大整治、面貌大提升”百日集中
攻坚行动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上，播放了街道环卫部门拍摄
的新街环境卫生问题曝光片，直面各
村社存在的问题。会议要求，要立足
美丽建设的现实，着眼亚运会环境大

提升的需要，开展好全域环境卫生整
治工作，突出重点，抓住难点，继续加
大环卫设施的高标准、智能化投入，对
标精细化管理垃圾分类各项工作，扎
实做好区级和街道层面主干道路路面
卫生保洁，道路两侧绿化带整治，河道
卫生和市政设施维护等方面的重点工
作，齐心协力、同心同向，坚决打赢新
街“环境大整治、面貌大提升”集中行
动攻坚战。

百村行2020 27
清廉村社清廉村社

■记者 杨雅

近日，益农镇群围村村民沈浩终于弄
清楚了一个疑惑已久的问题，“我在‘清廉
在线’了解到邻居家建房审批情况，他们家
女儿是非农，却批了大户，我在‘民情直达’
上反映情况，村干部看到后及时跟我做解
释，他女儿是读书非农，没有享受到国家分
配的福利，所以符合农民建房审批条件，我
这才恍然大悟。”

据介绍，群围村“清廉在线”是益农
镇当前正在推行“清廉小脑”平台的一个
范本，也是该村基层治理平台“智慧小

脑”的一个重要模块。通过此系统，可以
将村级需要公开的事项点对点推送给每
一位村民，变被动查询为主动服务。

“以往由于信息滞后或者信息不对称，
容易造成村社小微权力监管不到位、不全
面。”益农镇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莫佳佳表
示，“清廉在线”系统在实现村级事项及时、
全面、真实、公开的基础上，建立“红黄绿”三
色预警标准，对村级事务实行“亮码”管理。

当预警信息出现时，系统向相关责任人
自动发出“颜色预警”，只有当该事项整改完
成经过审核后，才会将预警信息转为绿色。

“比如招投标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

不仅需要三委干部会议决定，还需要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但在这个过程中，如
果系统上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的记录，‘清
廉在线’则会显示相应颜色的预警，并将
以短信的形式提醒相关负责人。”莫佳佳
解释道。

记者了解到，借助“清廉在线”监督系
统，在群围村财务管理中，目前应收款金额
为零，没有欠款。

(上接第1版)“上市，对企业发展
来说，是一个更高的新起点。”区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对企业
积极影响很多，如促进构建现代管理
体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等，但核心还
是让企业拥有更强的资本运作平台。
企业上市后，可通过定向增发等再融
资，从市场上获取大量低成本资金，从
而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财务成本，这对
制造企业尤为重要。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竞争力之源，
加强对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已是大趋
势。接下来，萧山将加强“凤凰企业”
培育，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切实利用
好证券市场机遇期，对拟上市企业按
其股改上市进程分阶段、分进度给予
专项资助。同时，鼓励区内制造业上
市企业并购重组，对开展跨国并购的
企业和开展区内并购的企业分别给予
一定支持。

燕子河社区助老餐厅今日开门迎客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俞园央

本报讯“叶阿姨，这两天老年食堂试
营业，不要忘记去试餐呀！”城厢街道燕子
河社区负责老龄工作的沈洋这阵子格外忙
碌，他一边帮助辖区有助餐需要的老年人
申请助餐卡，一边通知年前就登记试餐的
老年居民前去试餐。

燕子河社区下辖育才西苑、杭发厂宿
舍、仙潭里、富丽花园、绅园、潇湘公寓等
10个小区，老年人有1400多人，属典型的
老龄化社区。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外出买
菜、做饭不容易，能有一间离家近、吃得放
心、价格又实惠的助老餐厅，是大家一直以
来的心愿。原先开年就计划试营业的助老
餐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直未能如期
开业，好在随着疫情形势向好，营业时间终
于确定了下来。

5月 30日一早，餐厅大厨们忙着切
菜、备菜，服务员们将桌椅擦了又擦，全员
做好试营业开业准备。上午10点半，餐厅
迎来第一位客人，之后又陆续有老年居民
手持试餐券前来试餐。

试餐券的标准是两荤两素，外加一个
肉包子、一根香蕉，汤和米饭无限量供应。
萝卜丝带鱼、咸白菜小炒、番茄炒蛋、糖醋

排骨……面对丰富的菜品，不少人选菜犯
了难。接近11点左右，餐厅迎来用餐高峰。

昨日中午，前来试餐的居民仍然络绎
不绝。志愿者们有序引导大家取餐、就坐，
并回答助餐卡开卡问题。“环境干净、口味

也好，以后我和老伴会经常来吃的！”好几
位居民试餐完，就随手在助餐卡里充了值。

据悉，燕子河社区助老餐厅位于萧绍
路1236号富丽花园旁，面积350平方米左
右，经这两天试餐后，今日正式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