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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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8 日 8∶35-17∶
30 检修宁牧 A679 线宁牧
A6794开关-宁牧A6795开
关：萧山区宁围街道宁新村、
杭州市萧山区市政绿化养护
保障中心、杭州君晟物业管
理、杭州威玛轴承制造、杭州
光富汽车配件厂、杭州全盛

纺织、杭州科峰轴承等一带；
9∶00- 14∶00 检 修 白 众
A707线 35#杆白众A7073
开关-48#杆白众A7074开
关：萧山区瓜沥镇东方村一
带；8∶30-16∶30检修丰河
C342 线 14/13/02#杆民丰
河村8#变令克、14/10/B07/
03#杆农商银行开关、14/10/
B07/03#杆新乐公寓开关：
萧山区瓜沥镇萧山农村商业
银行、新乐公寓公变、民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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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7∶00检修爱迪
C932线梅林村7#变：萧山区
瓜沥镇梅林村一带；9∶30-

17∶30检修征欣家具令克：杭
州征欣家具；8∶30-16∶30检
修径游村17#变令克：径游村
17#变；8∶00-15∶30检修金
湖A442线驾校开G14祥隆
科技：萧山区浙江祥隆科技；
8∶30-17∶30检修新螺A923
线26#杆汇亨能源令克：萧山
区衙前镇杭州汇亨能源科
技；8∶30-17∶00检修信谊村
9#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
前镇信谊村一带；8∶30-17∶
00检修杜家村3#变综合柜
低压A路开关及分支闸刀：
萧山区所前镇杜家村一带；8
∶30-17∶00检修油树下社区
5#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
塘街道油树下村一带。

招 租
一、萧金路298号蜀山

蓝领公寓大门口东侧店铺招
租，面积约 100平方米，适
合：超市。二、萧金路298号
蜀山蓝领公寓大门口西侧两
间店铺招租，面积约40平方
米，适合：餐饮。杭州萧山国
营商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孔
先生、孙先生；联系电话：
83739272 83739272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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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晚潮时间
16∶00
16∶12
16∶53
危险

高潮位(米)
5.50
5.50
5.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28日 早潮时间
03∶47
03∶59
04∶40

高潮位(米)
5.50
5.50
5.30

因时代大道高架南延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
通有序、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条之规定，施工期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
期间调整相关交通组织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
自2021年9月30日起至2022年4月30日止，时代大道
（绕城高速义桥收费站南侧至戴村镇线段）部分车道将进
行封闭施工。届时，施工期间北段（绕城高速至春永线除
渔浦大桥外）保持双向4车道通行，渔浦大桥保持双向3

车道通行，南段（春永线至戴村镇）保持双向2车道通
行。二、渔浦大桥南三角区域东西方向路口保持双向4
车道通行。三、非机动车、行人请在施工区域预留通道内
通行。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作调整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另行发布通告。请广大机动车、非
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并服从现场
管理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21年9月24日

关于时代大道高架南延工程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杭州萧山志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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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清算组电话：15057117232。

注销清算公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公示
说明

为完善区域教育配套，促进科技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萧山城区钱江文化创新单元(在编)XSCQ0602-A33/S42-05
地块进行选址论证。本次论证范围北侧和东侧至规划支三路，南侧至规划支五路，西侧至规划支四路，建设用地面积3.10
公顷（约合46.5亩）。

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相关规划指标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自2021年9月27日至2021年10月11日
进行公示。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
ghzy.hangzhou.gov.cn/），或在萧山科技城管委会一楼进行现场查询。
如有意见，请于公示期内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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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571-83510832
联系人：吴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1年9月27日

地块编号

XSCQ06
02-05

用地性质

A33/S42

性质名称

中小学用地兼容
社会停车场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3.10

容积率

1.0

建筑高度
（m）

24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35

备注

36班小学，配建
社会停车场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虞蕾

本报讯 疾驰的地铁呼啸前行，一列
从良渚站开往朝阳站的地铁2号线车厢
里，一位女士横躺在座位上，脸色煞白，旁
边一位中年男子在进行紧急施救。

这一幕发生在9月24日中午11点左
右，车厢里所有人都为患者捏了一把汗，

“哦，醒了，醒了，醒了……”“幸好医生在场。”
这位现场施救的医生是新塘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医生吴伯校。记者电
话采访他时，他直言：“这件事其实没什么，
医者的初心本就是治病救人，不管身在何时
何地，只要患者有需要，我们都会去做。”

事发当时，吴医生正好坐地铁从浙江
省立同德医院总院科教科学习回来。地铁

2号线刚到达杭发厂站的时候，他听到有
人哭喊着：“老婆你怎么了？”

听到呼救声后，吴医生本能反应就是
有人受伤了，他沿着声音的方向寻找。在
现场，李先生抱着老婆手足无措，并向周围
人寻求帮助。“不要怕，我是新塘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吴医生的话语就像
是一根点亮的蜡烛，让李先生看到了希望。

当时患者面色苍白，怎么喊她都没有
反应，呼吸微弱，情况很紧急。吴医生一边
让周围市民拨打120求救，一边把患者放
平，并通过按压人中穴等方式来进行急救。

从杭发厂站到潘水站，其间，吴医生的
施救从未停止。好在通过努力，患者面色
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渐渐恢复了意识。吴
医生见状安慰道：“别害怕，我是医生，身体

放松，深呼吸……”
此时，120急救车已经在地铁潘水站出

口处等候。吴医生和地铁工作人员、家属
等一起，合力把患者送上救护车，看着救护
车开走后，吴医生才转身离去。对于妻子
成功获救，李先生万分感激，他说：“最近老
婆身体不适，我们也是刚从医院看病回
来。幸亏有吴医生出手相救，不然后果不
堪设想。感谢，太感谢了！”好在经过后续
检查，李先生妻子并无大碍，但是对于吴医
生的这份见义勇为，李先生一家铭记于心。

地铁救人 你逆行而上的样子真美

■实习生 袁琦

本报讯 “靠着扶手借力，洗手和
上厕所都方便多了，水池下方整体悬
空，再也不会挤到腿了”。姚大爷是残
障人士，出行和日常生活离不开轮椅，
他很满意无障碍卫生间的使用体验。

近日，新塘街道多了许多暖心细
节：在街道办事处办公大楼、文体中心
及各个社区内的电梯按钮旁，都张贴
了纹路清晰、触感明显的盲文按键；走
进电梯间，还有一块专门为残障人士
提供的楼层操作面板，并配有高度适

中的扶手；除此之外，“手语姐姐”翻译
设施、残障人士专用停车位等便民利
民的设施都得到了有机更新。

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优化
特殊群体城市环境体验，街道特别开
展了“迎亚（残）运”无障碍环境建设行
动，对全域公共设施进行了无障碍改
造，累计投入92万元，改造82个点位，
对电梯、坡道、服务台、卫生间、停车位
等相关设施进行完善升级。

目前，改造一新的各项设施全面
投入使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

新塘优化城市无障碍建设

■实习生 尹德馨

本报讯 9月23日晚，宁围街道组
织举办“宁聚青·心动奇妙夜”活动，邀
请在宁围工作的单身男女青年在新建
成的宁围文化公园街球场共聚。此次
活动内容是以“宁聚青·青引力”品牌
为组织平台，结合人才服务，通过“游
园欢聚”的新形式为辖区广大青年人
才提供交流平台，邂逅浪漫。

开场精彩的乐队表演带动起活动
现场的热闹气氛，“默契大作战”“速度
与激情”“背对背拥抱”等互动游戏环

节拉近彼此的距离。活动现场还精心
布置了怀旧景点打卡区、天幕帐篷休
息区等交流区域，提供甜点、饮品、零
食，方便参与活动的青年朋友沟通交
流。

“我们邀请了辖区内的青年朋友
及高层次人才参与这次‘宁聚青·心动
奇妙夜’活动，主要是为营造浓厚的创
新创业人才氛围，提升辖区青年与人
才的归属感与向心力。接下来，宁围
将继续打造人才服务温馨之地、孕育
之地、汇聚之地，让更多的千里马向宁
奔来。”宁围街道工作人员介绍说。

宁围举办“宁聚青·心动奇妙夜”活动

近日，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联合临浦镇白鹿塘村、新港村、临浦农商银行举行“迎国庆、迎亚运”
书画联谊会，大家聚在一起挥毫泼墨，用书画歌颂党、歌颂伟大的祖国。 通讯员 杨贤兴 摄书画迎国庆

■记者 刘殿君

本报讯 日前，在现场施工人员的
指挥下，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
灌完成，会展新城安置房四期一号地
块项目全面完成正负零，区域首个在
建安置房项目正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
阶段。

会展新城安置房四期一号地块项
目毗邻红山小区，位于向阳路与远东线
之间，地块面积约95亩，总建筑面积约

18万平方米，住宅面积约11.5万平方
米。小区由12幢14层小高层组成，计
划安置南阳本地300余户村民。

为确保做好回迁安置工作，让老
百姓早日住上好房子，过上幸福生活，
会展新城公司倒排工期，抢抓进度，积
极组织各参建单位合力攻坚，全力保
障项目的有序推进。目前12栋主楼也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部分主楼已
现雏形。

会展新城首个安置房项目开工

寻找身边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