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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王炬峰（浙江省行政
执法证，证号：01072915050
014），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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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
检修计划预告

6 月 17 日 8∶30-17∶
00检修蓝贝A334线60#杆
蓝贝A3344开关：萧山区靖
江街道杭州乙对纺织、杭州
乙对纺织、杭州朵利汇纺织、
杭州芬达实业、杭州能发机
械一带；8∶30-16∶30检修

之湘A331线65/12/08/05#
杆三岔路村24#变令克：萧
山区靖江街道三岔路村一
带；8∶35-18∶30检修先岩
A220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萧山区宁围街道圣戈班高功
能塑料(杭州)、荣祺食品罐
头(杭州)、迪尔富斯(杭州)研
磨、杭州鸿达市政公用事业
服务、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浙
江百味佳企业管理、浙江广
育爱多印务等一带；8∶35-
16∶30检修盛东C922线盛
中村5#变、盛中村22#变令
克：萧山区新街街道盛中村
等一带；13∶30-16∶30检修
110kV城东变城四A617线
通惠开G13工会分线：萧山

区城厢街道杭州市萧山区总
工会（1316052102）、杭州市
萧山区城市河道管理处
（1321258428）及其附近一
带；8∶30-16∶30检修丽都
变西门C105线永兴开G13
1#压变间隔：萧山区城厢街
道 郁 家 弄 1# 公 变
（1395098158）及其附近一
带；8∶00-15∶00检修双桥
C223线双一开航民科尔分
线27/11#杆联达伞面开关：
萧山区新塘街道浙江联达控
股集团、浙江联达控股集团；
8∶30- 15∶00 检 修 长 商
A947线双桥开G13双涝分
线：萧山区新塘街道杭州航
民科尔纺织。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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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热线

杭州科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在萧政储出
（2016）28号地块QJ0501-13区块(知行路以东，先锋
河以南，支二路以西，萧清大道以北)建设商业综合体项
目。依申请，现将设计总平面图、主要立面图、剖面图及
透视图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http://ghzy.hangzhou.gov.
cn/），或在萧山科技城规划展示中心1楼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 2021 年 6月 16日至 2021 年6月

25日。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
科技城管委会 311 室，邮编 311200，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 kfqgh123456@dingtalk.com。涉及重大利害关
系的，利害关系人如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 5 个
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电话：0571-83510832 联系人：吴先生
建设单位电话：13625713951 联系人：罗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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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区
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6月16日晚潮时间
17∶20
17∶37
18∶31
危险

高潮位(米)
4.40
4.40
4.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17日 早潮时间
04∶00
04∶16
05∶06

高潮位(米)
5.20
5.10
5.10

■文/摄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袁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步永不
停歇，有些事物和精神却留存下来，成为不
可磨灭的印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
青团萧山县委诞生地，位于所前镇缪家村的
萧山青年运动纪念馆，便是这样一种存在。

1928年2至4月，中共党员裘古怀受
共青团浙江省委的委派，来萧山建立团县
委。他化名周梧秋，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
护，在设于缪家村宝本堂内的湘东小学任
教。裘古怀白天上课，晚上刻写、油印资
料，走访贫苦农民，宣传党的革命思想，揭
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百姓的罪行。

此时萧山南乡的地下党员，常来这座
辟为学校的宗祠联络、交流革命工作。缪
家村和附近村庄的青年农民也来这里，接
受进步思想。湘东小学一时成了中共萧山
地下党组织和进步青年的落脚点。经过一
段时间的发动和筹备，终于秘密召开了共
青团萧山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萧
山县委组成人员。缪氏宗祠这一祭祖崇先
的传统建筑，在革命斗争年代，成了革命者
秘密活动的场所。

为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激励当代青
年继往开来，2001年4月，萧山青年运动
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2019年4月，经
过全面修缮、重新布展和新建青年广场，并
加强对相关史料和物件的收集、整理和保
护后，该馆焕新开馆，成为我区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激励年轻一代的重要基地，以及新
团员接受教育、举行入团仪式的重要场所。

“每次接待来参观的群众，我都倍感自
豪。”缪雨涵是萧山青年运动纪念馆的讲解
员，也是土生土长的缪家村人。“裘古怀的
故事之所以能够直击人心，引发大家的思
想和情感共鸣，正因为它回应了我们这个
时代最需要的一种力量，蕴含着我们这个
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品格，诠释了共产党人
和革命军人最伟大的理想追求。”

为了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激
发不渝斗志，加快推动村庄建设，缪家村深
挖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切实
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开展红色宣传和爱国
主义教育，并通过墙绘的形式让红色文化

看得见、记得住。
“萧山青年运动纪念馆是我们对外宣

传的一个窗口，眼下村庄全域整治改造即
将启动。”缪家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村里将
把它作为一个节点来打造，加快推动红色
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深度融合，充分展现

“红与绿”交相辉映的独特魅力，把红色资
源变成致富资源，让村庄发展更有“温度”，
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

缪家村：汲取奋进力量 让村庄发展更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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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杜雯兰

本报讯 身穿一袭红色的唐装，手捧
一束芬芳的鲜花，16位90周岁以上的高
龄老人聚在镜头前，留下了温馨的一幕。
与往年一样，在端午节前夕，城厢街道湘湖
社区为老人们精心准备了一个隆重的集体
生日会。

为了筹备这次活动，社区工作人员统
一购买了喜庆的唐装，准备了装有粽子、蒸
糕、咸鸭蛋、长寿面的精美礼盒，并定购了
蛋糕和鲜花，将活动场地布置得热闹温馨，

希望能给老人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6月11日上午9点多，在子女们的陪

同下，老人们陆续来到现场。随后，寿星们
一一换上了唐装，并与陪伴的家人一起合
影留念。95岁的孙大伯喜笑颜开地说：

“看着大家穿唐装的样子，个个都很精神，
很有一种老底子的味道。”

接过湘湖幼儿园小朋友们献上的鲜
花，寿星们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拍完
集体照后，社区定制的大蛋糕搬上舞台，伴
随着欢快的生日歌，由幼儿园小朋友分发
给寿星们品尝。最后，寿星与家属们一起

入席，开开心心地品尝大厨烹制的美味佳
肴。

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
地赶往6位未能参加活动的老人家中，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礼品与祝福。

每年的端午、重阳和新春佳节，湘湖社
区都会秉持爱老助老初心，为辖区老人开
展上门慰问、集体出游、年俗节、集体生日
会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并逐渐演变成为社
区的一大特色，以此引导居民们发扬传统
孝道，尊老、爱老，让每位老人都能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过上幸福的“夕阳红”生活。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来静怡

本报讯 近日，益农镇召开2021
年半年度工作汇报会，回顾总结半年
来工作成果，分析存在的问题短板，并
对下半年重难点工作进行梳理布局，
提出发扬“猛打、猛冲、猛进”的三猛精
神，追赶超越再出发。

今年以来，益农镇奋力推进十大
道路交通建设、十大产业项目建设、十
大美丽节点建设，各项工作均实现了
新突破，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

在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整治工
作中，益农仅用20天时间，清退苗木
2557亩，超额完成区级下达的目标任

务，成为全区首个完成任务的镇街。在
征迁工作中，创造了以“小时计”的益农
速度。S9高速连接线征迁工作36个小
时完成；杭绍甬高速征迁18小时完成；
高端智造产业园355亩土地交地任务
72小时完成。

下半年，益农镇将围绕全域美丽的
目标，紧盯工程进度，走出属于益农的乡
村振兴之路；深入推进“找寻查挖”专项
行动，确保问题治理精准，打造水清岸绿
景美的水环境；紧扣时间节点完成“四定
一撤”工作覆盖目标，统筹推进智慧收运
系统安装，进一步完善制度措施；加快推
进“共智富”未来乡村联合体、“云上家
园”场景运用等亮点工作建设。

湘湖社区90岁以上老人齐穿唐装过端午

发扬三猛精神 益农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实习生 袁琦 通讯员 颜鸿杰

本报讯 挖掘机、铁锹、扫帚……
施工人员应出尽出，各种施工工具能
用尽用，各违建点应拆尽拆，近日，新
塘街道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拆违现场
一片热火朝天。

“施工忙”的背后是新塘举全街道
之力推进16个村社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城郊接合部环境整治的决心。自去年

年底，新丰村率先以高分通过区级验
收，新塘街道立足“三三工作法”，进一
步强调“拆”字在先，成立工作专班对
其余16个整治村社的违建现场进行拍
照并登记造册，明确了拆违方向。

截至目前，新塘街道已完成289处
违建点拆除工作，配合拆违工作完成
1360户房屋堆积物清理，消除安全隐
患127处，为下阶段整治工作打下良好
基础。

应拆尽拆 新塘按下环境整治“快进键”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陈凯颖

本报讯 为迎接国家统计督察，提
高数据质量，临浦镇近日通过以赛代
查的形式，在各统计网格中举办统计
台账大比武活动。

初赛阶段，各网格根据实际情况，
举行线上和线下活动，评选出两家企
业参加决赛。在台账分享会上，统计
员介绍本单位台账的设立情况，着重
讲解了如何从生产各环节中取数、产
值的计算过程等重点内容，对实际操
作中碰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激烈讨

论。镇工业统计员针对各企业在台账
介绍中出现的问题，对照《2021年度省
级核查案例解析》进行业务培训。同
时，临浦镇利用统计网格活动，对“临
云智—统计网格”模块进行了培训，该
模块是数智临浦的组成部分，利用统
计网格单位对规上企业经济运行进行
监测，同时将线下活动以数字化形式
呈现。

最终16家单位进入决赛，评委从
数据的准确性和台账的规范性两方面
进行评选，通过看台账、翻凭证、核对
财务明细等，现场评出一、二、三等奖。

临浦举办统计网格台账大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