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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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 9∶00-17∶00
检修瓜镇C477线变电所间
隔开关：萧山区瓜沥镇友谊村
一带；9∶00-17∶30检修永盛

A323线01/02#杆华乔分线
开关：萧山区靖江街道靖江纸
制品、华乔纺织、安澜桥村一
带；8∶30-17∶30检修白云
C946线碧苑六区4#公变：萧
山区瓜沥镇碧苑六区一带；8∶
35-17∶30检修清训B273线

变电所间隔开关：萧山区宁围
街道杭州滨江奥体博览城开
发建设运营管理等一带；8∶
30-17∶00检修南庄王村1#
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C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衙前
镇南庄王村一带。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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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
晚潮时间

19∶00
19∶21
20∶22
危险

高潮位
(米)

3.70
3.70
3.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16日
早潮时间

08∶00
08∶21
09∶26

高潮位
(米)

3.40
3.40
3.60

根据戴村镇永富村美丽乡村进建设项目需要，现将
项目建设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永富村(姚家山下自然村)孔伟观房屋以西，贺玉

根房屋以北，韩加米房屋以东，姜水法房屋以南。(山
坎头自然村)原晒谷场前，谭关法屋后的所有坟墓。（具
体以现场用地范围为准）

二、迁坟时间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开始迁坟，迁坟截止日为2021
年9月30日。

三、迁坟要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永富村(姚家山下和山坎

头)在该地上的坟主亲属与永富村村委会联系，做好登
记、确认、迁移工作，凡在规定期限内未迁坟墓的，一律
按无主坟处理，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萧山区戴村镇永富村 2021年9月15日

迁
坟
公
告

杭州萧山金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经董事会表决
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 起45日内，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13205716393

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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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首席编辑：李家连 校对：洪泓4

小区环境美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房产开发商在注重房子质

量的同时，也注重小区环境建设。图为新街街道一个刚交
付不久的楼盘，小区环境十分优美。 记者 丁力 摄

今年钱塘江涌潮接近去年同期 或现“回头潮”“碰头潮”

全区26家接种门诊全面开放接种服务

老年大学开学第一课防诈宣传

九州量子荣获市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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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整治新农都周边地下食品加工乱象

我区打出“组合拳” 确保观潮安全
■首席记者 何可人 通讯员 高路

本报讯 随着农历八月十八天文大潮
的临近，这段时期既是观赏钱江潮涌的最
好时机，也是观潮安全管理的关键时期。
为打造和谐有序的沿江观潮环境，切实保
障观潮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区切实提
高站位、强化宣传，逐步完善“人防+物防+
技防+智慧防”体系，扎实做好各项防潮工
作，确保钱塘江防潮安全无事故。

美女坝或现“回头潮”“碰头潮”

据了解，我区境内防潮安全责任地段
总长30.3公里，均为强涌潮地段，沿江防
潮安全管理工作战线长、任务重、难度大、
情况复杂。

“综合分析，在正常气象条件下，预
测今年农历八月十八期间，钱塘江涌潮
接近去年同期，仓前站（萧山观潮城）最
大涌高可达1.4米左右。”区防潮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

据浙江省钱塘江流域中心分析预测，
今年钱塘江杭州段江道较往年偏淤，涌潮

遇丁坝（如美女坝）等阻水建筑物时将出
现“回头潮”或经多次反射而增高的“碰头
潮”，应特别注意观潮安全；七甲排灌闸、
萧山排灌闸附近及上游涌潮高度局部较
大，要特别予以关注。

另据天文潮预报，9月22日至24日
（农历八月十六至八月十八）三个大潮期
的夜潮潮差将较大；9月25日（农历八月
十九）和10月23日（农历九月十八）两个
大潮期的日潮潮差可能达到最大值。进
入大潮期，每个月的朔、望潮水都较大，接
下来主要在9月21日至25日、10月6日
至9日、10月20日至23日。

打出智慧防潮管理“组合拳”

历年来，钱塘江大潮之壮观景象引得
游人无数。如何安全观潮、做好防潮工
作，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区防潮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
区着力瞄准智慧管理，完善防潮体系，打
出了“人防+物防+技防+智慧防”组合拳
开展防潮管理。“我们建立了钱塘江防潮
安全智慧预警项目平台，设立了防潮安全

监控指挥中心，在各重要地段、观潮人数
密集地点共安装监控51只、扩音喇叭284
只，实现全时段、全地段、全过程监控防潮
安全管理，如发现有人下堤下水，便能及
时通过指挥中心平台喊话器对堤外人员
进行劝阻，增加了防潮安全保障能力。”

除此之外，我区全面落实喊潮、巡防
和督查三支队伍，按每公里不少于1人的
标准配备专职喊潮人员，在责任地段共计
落实了48人的巡防喊潮员队伍，并加大培
训力度，不断提高巡防喊潮人员的业务知
识和应急救援水平。

同时，我区积极开展公益宣传，通过发
放宣传资料、上门宣传等，进一步加大对外
来人员、游客、学生、沿江群众、沿江工地的
防潮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利用微信公众号
等线上渠道发布防潮公开信，提醒广大市
民安全观潮。

据统计，截至
8月底，我区已累
计叫起、劝阻下江
下堤人员 18151
人次。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来芬华 戚佳丽

本报讯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多发、
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是防控流感最
有效的措施之一。近日，记者从区卫健局
获悉，我区鼻喷流感疫苗上线，不用打针
注射，只需向两个鼻孔各喷一下，就可以
预防流感。

目前，鼻喷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在我区
26家接种门诊投放使用，有需要的家长可
以到附近接种门诊咨询预约。

鼻喷接种 预防流感多一种选择

14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北干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解情况，刚走进疫苗
接种大厅就看到有不少孩子在家长陪同
下有序接种鼻喷流感疫苗。

接种现场，6岁的小湛在爸爸陪同下
进行鼻喷流感疫苗接种，“有没有感冒发
烧？有没有鸡蛋过敏？有没有鼻炎……”
预检登记人员按例询问了小湛最近的健
康状况。预检正常后，小湛爸爸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并完成付款。随后，小湛来到
接种台准备接种。

只见护士拿出盒装疫苗给小湛爸爸
查看，打开后开始稀释，并给注射器套上
专用伞形帽，通过伞形帽药物就会被打
成雾状，护士将伞形帽对着小湛的两个
鼻孔，分别喷了喷，几秒钟接种就完成
了，整个过程小湛都没有哭闹。接种完，

小湛开心地跟爸爸说：“爸爸，还真的一点
都不痛。”

小湛爸爸表示，今年第一次尝试鼻喷
流感疫苗，孩子不害怕，家长也不紧张。
其实这并不是小湛爸爸一个人的感受，在
场的许多家长表示，鼻喷接种更容易让孩
子接受。

北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
诊负责人周国娣说：“12日中午，我们在疫
苗接种平台上放出了100个号源，短短3
个多小时都被预约了。以往的流感疫苗
接种需要打一针，而这款鼻喷流感疫苗属
于无创无痛接种，采用鼻腔给药方式，在
两个鼻孔各喷入0.1毫升就可完成接种。”

在记者完成采访时，工作人员已经为
40多个孩子接种了鼻喷流感疫苗。周国
娣表示，计划15日还将投放440个流感针
剂疫苗的接种号源。

全区26家接种门诊均可鼻喷接种

我国流感流行季节一般在10月到次
年3月，在流感季节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
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效果。据数据统计，
去年我区3岁以上流感疫苗接种近2万剂
次，其中鼻喷流感接种数量近4千剂次，3
岁以下儿童接种量近5千剂次。

鼻喷流感疫苗适合3-17岁的人群接
种，特别是幼儿、学生优先推荐接种。因
为学校、幼儿园等人口密集场所，环境相
对封闭，呼吸道传染病更容易暴发流行，

容易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
对此，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鼻

喷流感疫苗通过鼻腔给药，一般接种后在
3至5天内即可在鼻腔黏膜内产生抗体。
与灭活流感疫苗接种后14天才能产生抗
体相比，起效更快。

此外，鼻喷剂型的流感减毒活疫苗通
过激活淋巴细胞，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
疫。与灭活流感疫苗只产生体液免疫相
比，它的免疫应答更全面，有更长的免疫
持久性。

需要提醒的是，鼻喷流感疫苗同其他
疫苗一样，并不是所有人群都能进行接
种，以下6类人群不适宜进行鼻喷流感疫
苗的接种：1.已知对本品所含任何成分，包
括鸡蛋、辅料、硫酸庆大霉素过敏者；2.患
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急
性发作期和发热者；3.使用阿司匹林或含
阿司匹林药品治疗的Leigh综合征患者；
4.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下或正在接受免
疫抑制治疗者；5.患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
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者，有格林巴利综合
征病史者；6.鼻炎患者。

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说：“目前，鼻喷
流感疫苗已经陆续在我区26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投放使用，有需要的儿
童家长可以到附近接种门诊咨询预约。
鼻喷流感疫苗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本着
自愿接种原则，需要自费接种。接种价格
为298元/剂次+28元接种服务费。”

■记者 杨圆圆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
属地街道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对新农
都市场周边村（社区）的地下食品加工
点开展拉网式打击行动。

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监管中，发现
了新农都市场周边存在着租用农民房
未经许可从事食品加工的线索，这些非
法食品加工场所存在着夜间加工白天
关门、隐蔽性强的特点，基层市场监管
所单独查处难度较大。根据整治方案，
前期由网格员对新农都周边村（社区）
农民房进行拉网式排查摸底，共排摸出
在农民房内涉嫌进行水产品、熟食卤味

加工制作的地下食品加工点9处。
根据前期排查摸底情况，新街市监

所、属地派出所、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
街道食安办、村网格和区监测中心抽检
人员共计40余人组成联合整治小组，
兵分三路对9处地下加工点开展突击检
查。通过近4小时的逐一检查，除2处
场所已关门停业外，对6处加工点抽检
食材和水样5批次，现场查封取缔2处，
责令整改4处。现场检查发现案源线
索3起，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区市场监管
局在进一步调查后将依法处理。

执法人员表示，整治小组还将对整
治情况开展回头看，努力消除新农都市
场周边地下非法加工食品安全隐患。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陈洁

本报讯 近日，杭州市委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办的“2021年杭
州市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落幕。
九州量子主导的“5G+量子+工业互
联网”应用场景之一“基于量子加密的
电力信息安全应用保障项目”，在与
103家高科技企业、科研院所通过初
赛和决赛两轮激烈角逐后，荣获大赛
一等奖。

九州量子重点面向国防、金融、政
务、能源、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提供可
实用化的量子安全应用解决方案，以量

子加密技术服务于数字经济转型和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九州量子本次参赛
项目聚焦量子加密技术在电网配电自
动化领域的应用。在电网配电自动化
领域应用量子加密技术，能够防止核心
业务信令数据信息被恶意篡改，实现电
网远程安全控制，提升社会发展价值。

“充满‘数字基因’的杭州是创新
创业的热土，是人才聚集的天堂，这样
的大赛能够激发各类主体创新热情，
深度发掘数字领域先进技术成果，加
速成果转移转化，促进军民融合，更好
地助力国防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九州量子创始人郑韶辉表示。

不用打针 孩子可接种鼻喷流感疫苗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企业解难题
我为基层减负担我为基层减负担

新改建小区周边新建服务点14处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韩宇波 王笑笑 洪春坡

本报讯 近日，我区公共自行车9期项
目正式开工，计划新建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14处，分别位于新塘、蜀山、北干街道等新
改建小区周边，新增公共自行车4500辆，
总投资1400万元，将有效改善新改建小区
周边居民的出行。

2010年第一期公共自行车投入运营
以来，萧山交投集团坚持抓好公共自行车
项目建设，致力于“低碳”交通出行方式，
解决老百姓“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截
至目前，我区已建成8期541处公共自行
车服务点，投放自行车累计达37320辆。
而随着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的推进，公共
自行车的租用量与日俱增，公共自行车逐

渐成为我区居民解决短距离出行和接驳
换乘的理想交通方式之一。

“现在开车太堵了，早高峰从小区开
车到钱江世纪城工作单位需要40多分钟，
坐地铁出行不会出现意外拥堵，而且还

‘低碳’。”如今，李先生都会在小区门口租
一辆公共自行车，然后到地铁人民路站换
乘地铁去上班，差不多节约1/3的时间。

近年来，随着我区快速发展的轨道交
通、调整优化的常规公交、同步跟进的慢
行交通……萧山“公交＋地铁＋公共自行
车”的便民出行圈已经初步形成，有效形
成了城区居民出行闭合圈。

“公共自行车工程作为区政府为民
办实事工程之一，也是今年萧山区治理
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措施。我们在推动
交通道路建设不断升级的同时，同步跟

进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通过增加公
共自行车布点和车辆，大力加强城区市
民使用公共自行车的便利性。”交投集团
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今年我区还将继续增设亲子自
行车1000辆，增加乘载功能，增添亲子共
骑的生活乐趣。

区交投集团还将对公共自行车布点
情况进行调查分析，针对上下班时段、节
假日、晴天等时期，对需求量大，存在借车
多、还车少的点位加密建设，并增加调运
车辆，切实解决好居民出行需求问题。

我区公共自行车9期项目开工

■记者 魏乐钇

本报讯 13日上午，萧山老年大学
2021学年第一学期正式开班。作为杭
州市第一批老年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集
中宣传点，防诈骗宣传纳入开学第一课。

国信证券反诈宣传成员通过问卷

调查、知识普及、分发海报等方式，宣传
电信网络防诈骗知识，提醒学员抵制跨
境赌博以及买卖、出租出借账户等。

据了解，萧山老年大学本学年新
增老年瑜伽、手工编织、插花、柔力球、
水彩画等5门学科。目前，学校共开设
47个专业、84个班级，有学员261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