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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压
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究，已
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茫、焦
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专业咨
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萧山。
一对一听你倾诉，用专业客观
的理性分析，帮你疏导、解惑
——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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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8月27日 8∶30-16∶30
停新梅A473线02/01#杆党
湾供电营业所7#变令克：萧
山区党湾镇萧山区党湾镇初
级中学；9∶00-16∶30停永盛
A323线 48#杆靖江中学令
克：萧山区靖江街道萧山区
靖江初级中学；9∶30-17∶30
停庆利C148线 85/A02#杆
和顺村4#变令克：萧山区靖
江街道和顺村一带；9∶30-17
∶30 停 庆 利 C148 线 85/
A03#杆博而丽令克：萧山区
靖江街道杭州博而丽花边；8
∶00-16∶00停荣新C791线
36#杆坎山派出所令克：萧山
区瓜沥镇杭州市公安局萧山
区分局坎山派出所一带；8∶

00-16∶00 停荣新 C791 线
36/01#杆坎山幼儿园令克：萧
山区瓜沥镇萧山区坎山镇中
心幼儿园一带；8∶00-16∶00
停荣新C791线36/05#杆坎
山供电营业所10#变令克：萧
山区瓜沥镇坎山集镇一带；0
∶00-15∶20停05#杆（东藩小
学开关）：萧山区东藩小学；0
∶00-16∶20停03/05#杆（临
浦镇中开关）：萧山区临浦镇
初级中学；8∶35-13∶00停建
肆A857线老开肆开G13东
方一品：萧山区宁围街道东
方一品、广东中奥物业管理
萧山分公司等一带；13∶05-
17∶30停建肆A857线老开
肆开G14开四公变：萧山区
宁围街道杭州萧山翔盛网
吧、中国人寿保险杭州市分
公司、中国建设银行杭州萧山
支行、杭州兴达市政公用服务

等一带；8∶00-18∶00停南市
分支开G13高桥小学：萧山区
北干街道高桥小学及其周边
一带；8∶30-12∶30停君宸公
寓7#公变：萧山区北干街道
君宸公寓及其周边一带；13∶
30-16∶30停澜颂奥府5#公
变：萧山区北干街道澜颂奥
府及其周边一带。

招 聘
金融系统招保安员若干

名，要求：男，年龄50周岁以
下，无犯罪记录，身体健康，
户口不限。工资待遇：3200
左右+五险。上班地址：萧
山 范 围 内 。 联 系 电 话 ：
18057162711，刘先生。

便民热线

招聘信息

现将萧山区瓜沥镇、新街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名
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户网站
（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7
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以个人名
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名。电话：82373937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8月26日

杭州永利百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从1000万元减至2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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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永利百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4日

萧山区瓜沥镇、新街街道城中村
改造部分安置名单公示

项目

空港新城
雷山塘地块

地块编号

XSGL0501-06

用地性质

B1/B2/B3
（商业商务娱乐康体用地）

地块面积（公顷）

4.67

容积率

≤2.4
建筑密度（%）

≤50
绿地率（%）

≥15
建筑限高（米）

43.5
（同时应满足机场净空要求）

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0年8月26日至2020年

9月4日在萧山区空港新城管委会、南阳街道办事处、靖江街道

办事处、萧山办事服务中心瓜沥分中心大楼二楼办事大厅、南阳

街道雷山村村委会、靖江街道雷东村村委会、靖江街道靖港村村

委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及萧山日报进行公示，欢迎

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9月4日前来

电或书面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3697935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889027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ghzy.hangzhou.gov.

cn/（注：如有对公示内容不清楚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8月26日

空港新城雷山塘地块选址论证报告（草案）公示
雷山塘地块位于萧山区空港新城南阳街道与靖江街道交界处，萧山国际机场东北侧。地块北临红十五线，东临保税大道，西临杭

州保税物流中心地块，南临规划支路。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2020年9月4日上午10时在萧山区金城路78号举
行拍卖会。

一、标的及起拍价：报废办公物品一批，具体有办公
桌椅、空气净化器、空调等（具体现场实物为准），整体起
拍价4000元，保证金4000元。采用投标拍卖方式（又
称密封式拍卖）。竞买人资格：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废
旧物资回收公司；保证金须由竞买人公司名义缴纳，缴纳
方式：电汇。书面报价表须在报名时填写并密封交至本
公司（截止2020年9月3日16时）。

二、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20年9月3日15时止接
受咨询。标的展示在现场看样时间（2020年9月1-2日

上午9:00-11:00下午14:00-15：00），联系人及方式：
王先生 82659280 。有意者于2020年9月2-3日15时
前向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交纳保证金（开户行：浙
江 萧 山 农 商 银 行 城 厢 支 行 账 号 ：
201000011229248），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保证金（不计息）在2020年9月3日15时前到达账户。

三、报名联系方式及地址：82729929、82816862、
82717700，萧山区金城路 78 号，详情网址：www.
hzxrpm.com。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陈佩佩

本报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当
时衣服都穿反了？”讯问室里，高良
（化名）面对检察官的问题，显然有
些惊讶，也有些哭笑不得。

近日，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保
险诈骗案。原本只是简单的一起追
尾事故，却因为高良等人自作聪明
的“精心谋划”，让包括高良在内的
三名被告人同时获刑。

事情发生在5月中旬的一天凌
晨，高良报警称驾车时没注意追尾
了前车，被撞车辆的车主沈华（化
名）对此也表示认可。民警现场出
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高良负
事故全责，高良和沈华均无异议，并
在事故责任认定书上签名表示认
可。

事故发生后，高良联系了保险
公司，保险公司经查看车辆情况，初
步定损为30万元左右。因事故损失
较大，且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查勘
员没有到现场，保险公司调查管理
员后期联系高良核实具体情况。可
是，当调查员问及行驶路线、驾驶时
的穿着等细节时，高良支支吾吾，言
语躲闪。

察觉到异常的调查员，立刻前
往公安机关查看了事发时的监控录
像，发现肇事车辆的真正驾驶者并
非高良，而是其小舅子刘平（化名）。

原来，案发当晚，刘平与朋友喝
酒后驾车离开，途中追尾一辆网约
车。刘平先赔付了对方乘客1000
元，之后和网约车司机沈华商议，允
诺给2万元好处费，由刘平联系他人
过来“顶包”。

不久，刘平的姐夫高良迅速赶

到现场，两人赶在民警到来前调换
了衣服和鞋子。民警赶到后，穿着
刘平衣服的高良自称是肇事车辆司
机，刘平自以为天衣无缝，却没发现
高良把自己的衣服穿反了！

今年7月，区检察院依法以保险
诈骗罪对被告人高良、刘平、沈华提
起公诉。近日，区法院对该案依法
作出一审判决，因犯保险诈骗罪，被
告人高良、刘平被判处有期徒刑两
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被告人沈
华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

检察官说法：

近年来，利用机动车实施保险
诈骗的刑事案件有所增多。汽车保
险诈骗案件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
现，除本案这样由他人顶替违法驾
驶员骗取保险金的之外，常见的犯
罪形式还有熟人之间互相帮忙制造
交通事故、制造事故后与修理厂勾
结伪造或编造修理发票骗保等等。

本案承办检察官袁晓霞表示：
“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沈华，作为事
故另一方收取好处费，帮刘平隐瞒
酒驾、调包事实，配合对方报警处理
交通事故，为对方骗保提供条件，也
应认定为保险诈骗的共犯。”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规定，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
元以上，就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而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
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
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则以保险
诈骗的共犯论处。即使骗保金额在
1万元以下，也可能被保险公司以恶
意骗保为由列入“黑名单”，承担相
应的经济责任、行政责任等后果。

文/摄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江志满

本报讯“妈妈，快看那艘无人船，在
河里‘吃’垃圾。”昨天上午，城河边（文化
路与育才路交叉口）来了一艘“遥控船”，
许多市民的目光被它吸引，有的还拿出手
机拍照。

多功能无人船
巡河保洁取证样样行

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遥控船”，只见
它的脑袋上装有摄像头，前端有两片网，
有点像两只手臂，操控它的人手持“遥控
器”站在城河边，按照操控人的指挥，它能
边行驶边将漂浮在水面上的垃圾网过来，
装进“肚子”里。

“这个‘新武器’叫什么？”“它能持续
开多长时间？”……不少市民很好奇，不断
抛出问题。

“这是我们新打算引进的智能保洁无
人船，这一次调试主要看下它的实际效
果。”区水设施河道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这款智能保洁无人船的作业区域是
城市内河，主要针对河道较窄、落叶较多
的重要河段。

相较于传统人工保洁，无人保洁船具
有智能性及安全性的优势，能主动避障、
长时作业、自主返航，能较好地应对细小
落叶等漂浮物的打捞，动力为电池提供，
对河道无任何排放和污染，“5G+AI”的模
式提高了河道保洁的整体效率。

在现场，运维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智能保洁无人船具备多种功能，它头
顶上设置的360度高清摄像头，可以通过
智能识别技术，自动识别水面垃圾，还能
兼顾执法取证、自动巡河的功能。凭借搭
载的毫米波雷达功能，当航线上出现障碍
物时，后台能够控制船只停止、转向、绕
行，从而实现自动避障。

据了解，在自动巡航模式下，无人船
的速度能达到3.6Km/小时，而且可全天候
在严寒、酷暑、暴雨、洪涝等极端条件下作
业，电池充满，能跑6.5—7小时。如果没
电了，它就像家里的扫地机一样，自己能
跑到养护管理码头充电。

这个新成员“饭量”大
一次最多能“吃”50公斤垃圾

“它的‘肚子’里大约能存50公斤垃
圾，到了30公斤的时候，就会发消息给管
理人员，让他们及时过来将垃圾清理掉。”
区水设施河道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正
式投入运行前，还要做路径规划，给无人
船设定好要跑的清扫路线。每天早上6
点，工作人员就能通过App一键启动停在
码头的无人船，前往指定区域作业。

范师傅从事河道保洁行业已有多年，
见证了河道保洁方式的不断进步。“如今
年轻人愿意来做河面保洁员的越来越少
了，有了这个好帮手，我们的保洁队伍实
力大增，以后落叶多的河面也会清理得更
加干净。”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推进“智慧河
道”建设，我区将通过智慧河道云平台、城
市排涝指挥控制系统等系列措施，将5G、
智能AI等实际作用于河道长效管理，使监
管更精细、更智慧。

充满电跑7小时“肚子”装得下50公斤垃圾

智能保洁无人船 河道“清道夫”新成员

传统人工巡河捞漂

无人船自动清理河道垃圾

酒驾心虚想歪招 衣服反穿“秒破功”

一起简单的追尾事故
被他“导演”成了保险诈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