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晨曦 校对：洪泓7

萧山电信公告
为了提升网络质量，萧山电信分公司将于2022年9月28日、9

月30日0：00—6：00进行设备升级。9月28日涉及区域：城厢街
道、北干街道、新塘街道、蜀山街道、新街街道、宁围街道、盈丰街
道、衙前镇，9月30日涉及区域：瓜沥镇、益农镇、党湾镇、靖江街
道、南阳街道、闻堰街道、临浦镇、所前镇、义桥镇、戴村镇、河上镇、
进化镇、楼塔镇、浦阳镇，届时将影响所属区域内部分用户的宽带、
固定电话、网络电视、专线（VPN）等业务，对广大客户造成的不便
敬请谅解！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区分公司

问：我家的安置房想卖掉，但土地性质是划
拨的，该怎么办？

答：一般而言，安置房是可以买卖的，不过
需要在办理转移登记之前补办土地出让手续，
转变该套不动产的土地性质。

按照现行办法可知：国有划拨土地上标准
住宅补缴土地出让金可以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企业改制申请补

办出让的除外）。不过，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按

照土地等级等审核标准，每平方米的缴纳标准

或各有不同。

目前，我区补办住宅土地出让手续需前往
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办理。权利人需携带个人
身份证、户口簿、不动产权证书原件等材料。如
权利人一方在办理当天无法到场的，可至公证
机构办理委托公证，届时受托人需携带本人身
份证证件、公证书等材料到场办理。

办理现场，不动产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将
对递交的全部材料进行审核，如果该套安置房
符合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条件，工作人员将在

现场对该套划拨属性的安置房进行出让金结

算等手续，一般情况下，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

完成所有环节的工作。
如有特殊情况，或有疑问，可致电窗口办理

电话。

萧山区办理窗口&地点：
1.杭州市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市心中路

1069号）二楼不动产登记窗口；
2.临浦政务服务中心（临浦镇元宝山路 1

号）一楼不动产登记窗口； ```.
3. 瓜沥政务服务中心（瓜沥镇政通路 100

号）二楼不动产登记窗口。
萧山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咨询电话：

0571—83587670、82715713。
税务咨询电话：0571—83587663。

检测项目

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

出厂水

管网水

总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1

<1

色度
(铂钴色度单位)

≤15

<5

<5

浑浊度
（NTU）

≤1

0.08

0.18

臭和味
（级）

无异臭、
异味

0

0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0.98

1.20

游离余氯
（mg/L）

出厂水：≥0.3
管网水：≥0.05

0.73

0.30

以上数据由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分公司提供。

杭州萧山供水有限公司2022年9月

水质公告佳缘婚介家政
热诚为各年龄阶段单身离异

男女婚恋，异性交友服务、青

年中年老年精英汇聚，各具优

势 。 特设上门女婿婚姻介

绍。招家装、保姆、散工、开

锁、空调、管道、家教、搬家、婚

车 等 优 秀 合 作 者

15805811914加州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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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8:00- 17:30

停新生C859线23/07#杆永兴

分线开关：瓜沥镇杭州永兴化

纤有限公司一带；8:35-24:00

停丰六B214线广服开G13服

视B2144线-卫视Ⅰ开G13视

卫B2145线：宁围街道浙江广

播电视集团等一带；8:30-15:

30停和平C209线（朱家分支开

后朱分线）05#杆凤标小学分线

开关：新塘街道朱家坛村一带、

萧山区凤标小学；9:30-15:30

停草洋C822线（兴洋开晋协纺

织分线）25#杆衙前村10#变令

克：衙前镇衙前村一带。

9月25日 0:00-17:30停

丰六B214线广服开G13服视

B2144线-卫视Ⅰ开G13视卫

B2145线：宁围街道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等一带。

9月26日 8:30-17:30停

航庆L006线国庆开国湘L006

线 68/06#杆瓜沥镇新港村7#

公变令克：瓜沥镇新港村一带；

8:30-17:30停瓜港A078线沙

建开鑫福分线17/09/01#杆正

丰机械开关：瓜沥镇杭州正丰

机械有限公司一带；9:00-17:

00 停黎神A818 线黎神A818

线神龙开神观A818线39/26/

02#杆成邦沥青开关：南阳街道

杭州成邦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

一 带 ；9:00- 17:00 停 德 圣

A464线永盈分线29/07/02#杆

萧顺交通一开关：党湾镇杭州

萧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一带；

8:30- 15:30 停传芳 C254 线

（传芳二分线）86/15/15#杆传

芳村8#变令克：所前镇传芳村

一 带 ；9:00- 15:00 停 凌 家

C272线（工农兵3号分线）28/

03#杆工农兵3#变令克：闻堰街

道山河村工农兵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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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晚潮时间

13∶00
13∶21
14∶29
危险

高潮位
(米)

3.70
3.60
3.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24日
早潮时间

00∶00
00∶22
01∶34

高潮位
(米)

4.00
3.90
3.70

■首席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朱建美 赵欧阳

9月22日，杭州亚运会重要基础配
套项目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正
式投入运营。

当天13：15，南航CZ3863航班从广
州飞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成为三期项
目投运之后第一个进港航班。为纪念这
一历史性瞬间，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

“过水门”仪式迎接首个进港航班，并在
机坪现场组织了欢迎仪式，迎接投运后
第一批300余名进港旅客。

14:：30，南航 CZ3864 航班搭载
300余名旅客从机场腾空而起，成为三
期项目投运后首个出港航班。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是浙
江迄今为止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浙江
省大通道建设十大标志性项目、杭州亚
运会重要基础配套项目。新建建筑物
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以上，总投资规模
270亿元，于2018年 10月开工建设，
2022年3月通过竣工验收。

空公铁零换乘的交通中心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交通中心是三
期项目的主要工程之一，位于新老航站
楼之间，这样的布局使旅客换乘步行距
离达到最短。交通中心总建筑面积48
万平方米，地上2层、地下4层，集地铁、
高铁、大巴、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等
为一体，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
换乘时间都在5分钟之内。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位于杭州东南

角，距离杭州西站43.5公里，120公里的
时速，7分钟的最小间隔，搭乘19号机场
轨道交通快线，从机场直达杭州西站只
需45分钟，到西湖文化广场只需31分
钟，直达杭州东站只需20分钟。除此之
外，地铁1号线、7号线直达杭州机场，大
巴、私家车、网约车、出租车集散在交通
中心，旅客出行选择更加多元。

令人头疼的停车问题，在交通中心
也能得到轻松解决，上下4层的停车
库，设计停车位4400个，包含无障碍车
位112个、充电车位524个，停车库还将
推出智能停车导航和反向寻车导航功
能，旅客在家就能一键导航至停车位，
实现“一键畅停”。

下一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还将接
入高铁站，实现空公铁零换乘，构建起
一个机场至杭州主城区45分钟、至杭
州都市圈1小时，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
2-3小时的轨道交通圈，成为全国换乘
最便捷的综合交通枢纽之一。

“黑科技”助力旅客出行

新航站楼设计总建筑面积约72万平
方米，相当于现有T1、T2、T3面积总和的
两倍，建成之后，配合既有的3个航站楼，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能力可满
足9000万人次，增幅超100%，将成为华
东地区仅次于浦东机场的第二大航空枢
纽，打造全新的国际化城市门户。

大工程不忘小细节，新航站楼处处
体现智慧化设计与人性化理念。

值机柜台行李称重带、全舱式自助
行李托运设备采用“0高差”设计，智能

安检通道安装“自出筐”回筐系统、刷脸
登机，“黑科技”助力旅客轻松便捷出
行。而机场智慧云数据中心平台，使机
场成为信息资源上的交通中心，实现运
行一图指挥、服务一触即达、安全一网
掌控、管理一屏通览、物流一单到底。

此外，三期第一阶段工程共建造北
侧3根指廊，现阶段北侧指廊的停机坪
可以提供28个近机位，缩短旅客登机
距离，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的体验感、
幸福感。

三期项目新航站楼及交通中心试
运行以来，分步实施、逐步转场，整体平
稳有序。

9月8日，三期项目开展国内航班
试运行，10日起，国际航班开始试运行，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的指挥大脑——
联合指挥中心（IAC）同步试运行。16
日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境航班和南
航“杭穗”快线全面转场至新航站楼，同
时交通中心的停车库、网约车上客区、
T4出租车上客区、B2层地铁口试运行，
20日，机场汽车客运站搬迁至交通中心
试运行。22日正式投运当天，浙江省机
场集团携手中国南方航空同步推出杭
穗快线权益升级产品“浙里飞粤”，往返
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旅
客，乘坐南航航班能
够享受灵活变更，异
地换乘随到随走等多
项优惠权益。南航和
川航的航班也将于23
日整体转场至新航站
楼运行。

■文/记者 韩柳青
摄/记者 丁力

昨天下午2点，备受关注的杭州地
铁19号线正式开通运营。萧山市民从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出发，跨江到杭州
需要多久？19号线列车有什么特点？
记者第一时间来到地铁19号线杭州萧
山国际机场站打卡，发现该线路的速度
和车厢颜值都很赞。

杭州地铁19号线全长59.14公里，
起于苕溪站，止于永盛路站，全线设15
座车站，11座地下站，4座高架站。同
时，19号线也是杭州地铁目前唯一一条
采用江上过的地铁线路，拥有“踏浪飞
渡”的景象。

首乘旅客最大的感受是“快”

地铁19号线的开通，让杭州的“城
市速度”又有了极大的提升。不少萧山
市民表示，坐这趟地铁感觉有了坐高铁
的高品质、高速度的体验感。

究竟速度有多快呢？记者实地测
试，看看从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到
江对岸的第一站御道站到底需要多
久。22日下午，记者来到19号线杭州
萧山国际机场站候车，14点21分，列车
抵达站点。14点40分，列车跨江而过，
抵达江对岸的御道站。19分钟，就从机
场抵达江对岸，这样的速度，让列车上
的市民们大呼惊奇。

“太快了，我儿子在三堡附近上班，
每天从家里开车过去要将近50分钟。
坐地铁的话，7号线转6号线要70多分
钟。听说19号线开通，我替他先来感受
一下。”与记者搭乘同一辆地铁的项阿
姨说，“太快了，坐19号线，乘地铁的时
间30分钟都不用，就到了我儿子单位附
近的地铁站，真是方便又快捷。”项阿姨
的家在京明·凤凰家园，附近就是永盛
路站，19号线开通后，她儿子的工作通
勤得到了极大便利。

据悉，19号线采用大站间距，选用
最高运行速度为120km/h的车辆，建
成后约50分钟可以穿越整个杭州城，连
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杭州东站、杭州
西站三大交通枢纽。作为一条穿越中
心城的轨道快线，19号线横贯杭州城市
东西主轴，连接了城西科创大走廊和城
东智造大走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19号线的开
通，第一次将萧山与杭州西站联结起
来，从永盛路到杭州西站，时间仅需50

分左右。

颜值堪称锦绣，设施前卫暖心

19号线全线以“锦绣杭城”为概念
主题，值得打卡的站点有不少。在萧山
国际机场站，记者就看到了由“苏东坡
字体”和西泠印社篆刻的站名“汉官印”
组合而成的站名标志，彰显了一座城市
的文化和性格。

进入列车内，仿佛看到了蓝天白
云，蓝白的配色，让人心情十分舒畅。
蓝色也正是19号线的主色。除此之外，
车厢内的智能光控系统采用色温自动
调节和恒照度控制技术，给乘客更舒
适、更自然的乘坐感受。

与其他地铁不同，19号线是杭州目
前唯一一条采用江上过的地铁线路，拥
有“踏浪飞渡”的景象。当记者乘坐地
铁跨越钱塘江时，窗外的江景一览无
余，感觉非常特别，整个过江过程1分钟
不到。夜间乘坐19号线，还可以享受钱
塘江的美丽夜景。

“有行李架的地铁，我是第一次看
到。把我的小行李箱和背包放在上面，
解放了双手，挺不错。”刚刚下飞机的周
先生说。作为串联起杭州萧山国际机
场、杭州东站、杭州西站三大交通枢纽的
地铁线路，19号线除了颜值的大提升，还
新增了不少暖心服务。行李架位于车门
旁边，分三层，最下面一层能放大行李
箱，为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提供了便利。

在19号线上，设置有手机充电装
置。在地铁上，记者遇到了正在体验无
线充电的王女士。“听说地铁上有了无线
充电，我就来试一试，很新鲜。”王女士
说。无线充电装置位于车厢两头的连接
处，在座位下方也配备了多个USB充电
座，在轮椅区还设置了一个USB充电
口，能够满足乘客多样化的充电需求。

“坐这条地铁，不用担心手机没电的情况
了，太人性化了！”乘坐地铁的张先生说。

杭州地铁19号线昨日开通运营
记者首乘发现：从机场到江对岸，仅需19分钟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正式投运
首批旅客进港配享“过水门”礼遇

安全有序上地铁

新地铁宽敞明亮

地铁上配有免费的无线充电器

旅客们有序下机。 记者 丁力 通讯员朱建美 谭申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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