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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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 8∶30-17∶30检

修樱多A085线38/01#杆朱胜

分线开关、38#杆人民政府令

克：萧山区瓜沥镇工农村、杭州

萧山坎山紧线扣厂、杭州市萧

山区瓜沥镇人民政府一带；10∶

00-14∶00检修协谊C142线光

明一分线32/19/07#杆光明村

3#变令克：萧山区靖江街道光

明村一带；9∶35-17∶30检修万

牧C896线宁新开海天分线16/

03#杆令克：萧山区宁围街道杭

州市萧山区通惠养老院等一

带；15∶00-23∶30检修通惠变

通一C775线金马名仕园环网

柜G16金马酒店：萧山区城厢

街道浙江金马酒店管理附近及

其周边一带；9∶30-17∶30检修

径游村 15#、17#、19#令克：径

游村15#变、17#变、19#变；8∶

30-17∶30检修41#杆永达木业

令克：杭州永达木业；8∶30-18∶

30检修太能A266线变电所间

隔开关—26#杆太能A2662开

关：萧山区闻堰街道杭州市萧

山区人民政府闻堰街道办事

处 ；8∶30- 18∶30 检 修 中 欣

C454线中欣开G13市政园林：

萧山区蜀山街道杭州市萧山区

市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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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晚潮时间
13∶30
13∶45
14∶32
危险

高潮位(米)
5.95
5.90
5.72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7日 早潮时间
01∶40
01∶53
02∶37

高潮位(米)
3.95
3.92
3.82

杭州更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建杭州金帝国际医药
科技园项目，东至新街大道，南至钱农一路，西至大地钢
构，北至滨江二路。依申请，现将调整前后的图纸予以公
示。详细资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http:
//ghzy.hangzhou.gov.cn），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委会1楼（市心北路99号）、项目现场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自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有不明确，请于公示期间来
电或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科技城管理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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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电话：0571-83510832
建设单位名称：杭州更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电话：0571-56502672
设计单位名称：杭州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电话：0571-87924760
（注：如果对公示内容不明确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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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办公场地调整，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及
部分下属单位将于2022年5月17日起搬迁至新址
办公。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办公新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潘右
路988号蜀山未来城11-20楼（潘右路与面包树街
交叉路口西南角）；

二、下属单位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区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区农（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区农经总

站、区农田建设管理中心、区农机水利技术推广中心
及区水文总站，同步搬迁至新址办公；

三、原址停止办公，原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搬迁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农村局
2022年5月10日

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农村局搬迁公告

5月23日 8∶30-16∶30检修长山变长香A948线北干开G13嘉
瑞华庭：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金域物业服务萧山分公司、杭州暗香瑞
莱克斯大酒店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5月24日 8∶30-17∶30检修振华C786线振华开振东C786线18/
A03#杆东社村5#变令克：萧山区瓜沥镇东社村一带；9∶00-14∶00检修
瑞丰C326线45/01#杆甘露亭村4#变令克：萧山区瓜沥镇甘露亭村一
带；8∶30-16∶30检修长山变长香A948线北干开G16超宇置业：萧山区
北干街道金鹭银座公变、杭州超宇置业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5月25日 8∶30-16∶30检修丽都变丽一C101线丽一开G14嘉
富广场：萧山区新塘街道嘉富广场1#、2#、3#、4#公变、浙江汇德隆实

业集团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5月26日 8∶30-16∶30检修湘湖变湘一C525线湘一开G13天

汇园：萧山区北干街道天汇园1#、2#、3#、4#公变、杭州德宏物业服务
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30-16∶30检修通惠变广德C772线长山开G13
佳力水泥：萧山区新塘街道杭州佳力水泥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5月27日 8∶30-16∶30检修湘湖变金帆C779线移动开G18太
古广场：萧山区北干街道杭州太古数码附近及其周边一带；8∶30-16∶
30检修通惠变雍景C768线质量开G13嘉瑞华庭：萧山区北干街道嘉
瑞华庭1#、2#、3#、4#、5#、6#公变、杭州瑞莱克斯大酒店、杭州金域物
业服务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一周检修计划预告

杭州市萧山区火星娃教育培训学校，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清算组己成立。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学校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45日内，向学校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未申报债权
的视为放弃债权。

清算组电话：0571-83718555

注销清算公告

因湘湖路施工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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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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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5日起至2022年6月25日止，湘
湖路（望月湖桥头—杨堤路）段人行道进行施工；
2022年6月25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湘湖路
（望月湖桥头—时代大道）段夜间铣刨摊铺施工，其
中湘湖路（越王路—眉山路）组织东向西单向1车道，
西向东过境交通通过时代大道、亚太路、眉山路绕
行。届时，请过往的行人、车辆根据交通标志、标牌、
标线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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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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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10日

关于湘湖路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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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共同体”

西电杭研院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12家

浙大研究院与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浙大
网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先临三维完成4.6亿元定增

本报讯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冯益
华） 记者日前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
研究院（以下简称“西电杭研院”）了解
到，该院落地萧山半年来，依托萧山夯实
的产业经济，已累计对接企业、研究所92
家，组织调研走访企业100余次；签约各类
型横向合同50余项，与永谐科技、杜比医
疗、新奇点、地芯引力等企业共建联合实
验室12家，着力推动智能汽车、电子新材
料、诊疗器械等高端产业发展。研究院与
企业、研究所已签订项目合作协议金额累
计超过7000万元。

构筑产业发展高地

走进义桥镇的一幢红色小楼，数个蓝
白色的“集装箱”填满了整间屋子。旋开
像机库门锁一样的大门栓，箱内四壁贴满
了深蓝色的三棱锥形状海绵，橙色的管道
显露在外，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电磁测试。

作为义桥镇一家专注通信设备制造
企业，杭州永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谐科技”）是首批与西电杭研院“牵手”
的企业之一。“永谐科技需要电子信息领
域专业人才，在政府牵线下，我们一拍即
合。”永谐科技副总范绍东说，研究院与永
谐科技共建“电磁认知与测试联合实验
室”，立足电磁仿真测试和天线射频行业
布局和发展方向，在无线系统测试测量、
天线射频关键器件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坚。

除永谐科技外，区内不少科技型企业
纷纷向西电杭研院抛出“橄榄枝”。

今年3月，地芯引力—西电杭研院集成
电路联合实验室揭牌，将立足消费电子、信
息安全等半导体集成电路及5G细分产业
领域方向，在快充芯片、信息安全芯片、智
能音频芯片、NFC近场通信芯片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深层次合作。“我们将进一步带动
上下游集成电路相关产业落地萧山，起到

‘鲇鱼搅动’的效果。”地芯引力创始人王敏
介绍。此外，作为数字交通融合基建行业
的领军企业——新奇点智能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与研究院共建“数字交通联合创新实

验室”，立足数字交通、智能交通产业领域
方向，加速数字交通新基建技术成果转化。

“在萧山与西电产业方向高度契合的
基础上，在区委区政府的主动招引之下，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经济。”西
电杭研院院长廖桂生介绍，“目前，我们正
在谋划‘萧山·西电数字经济创新创业
园’，旨在打造精准培育、辅导落地、资本
助力、融合发展为一体的产业集聚科创高
地，建成‘一院一园’全要素创业孵化服务
体系，为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研究院将继续发挥电子信息学科优势，以
器件与集成电路技术为支撑，开展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注重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
应用示范，助力浙江打造“互联网+”高地。

激活人才源头活水

去年9月，首批642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研究生陆续相聚西电杭研院，踏上产学
研之旅。西电杭研院积极与企业对接，为
研究生科研实践提供不少于400个实践岗

位，为研究生落地萧山打好基础。
在研究院与浙江杜比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共建“生物医学影像联合实验室”里，
袁细国教授带着4名学生正在开展“乳腺
癌智能影像识别算法研发”与“乳腺肿瘤
自动分类算法研发”。“实验室具体围绕生
物医学影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开
展研发合作，面向乳腺影像识别、自动分
类等任务，致力于提高乳腺癌早期判断检
测率，预计将提高10%以上。”袁细国教授
表示，“因为课题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我
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也非常支持学生可
以提前进入项目研究，为他们以后的学业
之旅或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与其他院企联合实验室相比，西电杭
研院更注重学研一体，积极深化产教融
合，以高端人才的集聚和培育，为企业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基于联合实验室的
成立，校企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人才资
源、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推动专
业人才培养，打造校企合作的典范。”廖桂

生表示。
以培养卓越工程师为目标，研究院已

面向长三角地区相关领域企业成功选聘
200多位企业导师，计划建设不少于3门
实质性校企联合“金课”；全年引进高层次
人才不少于100人，同时充分发挥浙江省
博士后工作站的作用，激活人才“蓄水
池”，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形成联动机制，
全年吸引博士后入站不少于50人。

据悉，研究院首批产教融合研究生源自
学校优势学科专业，将面向集成电路科学与
工程、网络安全与信息对抗、电磁空间一体
化、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方向，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展科技
创新与成果转化，助力长三角企业转型升
级。对萧山而言，这
意味着开启本地培
养产教融合研究生
又一新篇章，并为科
教与产业共生共荣
注入澎湃活力。

本报讯（记者 周珂）近日，先临
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 先 临 三 维 ”）完成了 4.6 亿元的定
增。本次定增受到了CPE源峰、国寿
大健康基金、乐普医疗、IDG资本等知
名投资机构的青睐，定增价格为每股
10元，限售12个月，合计增发4600万
股，完成后其总股本为37180万股，资
金将主要用于进一步技术研发。本次
定增完成后，先临三维的资金实力进
一步增强，公司股东结构和治理架构
进一步完善。

2021年，先临三维营业收入5.68
亿，同比增长32.12％。其中齿科数字
化收入2.656亿元，同比增长61.15%。
2022 年一季度，先临三维营业收入
1.535 亿元，整体较去年同期增长
35.80%，主要是齿科数字化业务销售

增长较快。
接下来，先临三维将继续专注基

于计算机视觉的高精度3D数字化软
硬件技术，深化齿科数字化和专业
3D扫描设备及软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致力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3D数字化技术企业，推动高精度3D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化应用。在齿科
数字化领域，先临三维提供以齿科口
内3D扫描仪及软件为入口的口腔可
视化接诊以及修复、正畸、种植等数
字化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齿科诊所
及医院、义齿加工厂等齿科领域相关
企业与机构。在专业 3D 数字化领
域，先临三维自研设备可满足多领域
的高精度 3D数字化应用，包括工业
制造、文化创意、精准医疗（不包含齿
科）、教育科研等。

本报讯（记者 杨圆圆）位于自贸试
验区萧山区块的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兆丰机电”）未来工厂，
因生产车间高度智慧化被称为“黑灯工
厂”，其自主开发的汽车轴承轮毂单元生
产线实现全程无人化操作，13.5秒内即可
将37个汽车零部件组装为一个汽车轮毂。

“传统的工艺都是单独作为一个热处
理工段，但我们完全集成到产线，也就是
它的淬火和回火是同步进行的，大大提升
了生产节奏。”兆丰机电副总经理付海兵
说：“传统的装配线是人工或者半自动，我
们早在2014年就实现了装配自动化生产，
在这里30多个零件通过多道工序自动组
装完成。”

在兆丰机电未来工厂，车间布满了5G
信号，方便传输AGV（无人搬运车）来执行
相应物流的搬运任务，同时百分百实现工
序在线检测。在设备管理平台，管理人员
可以实时看到所有设备的运行状态，包括
加工产量、加工参数等。目前整个工厂
95%以上的设备实现联网。

走进未来工厂的智慧驾驶舱，在管理
平台上，订单实时更新、设备信息实时传
送，生产信息实现集成管理，方便管理人员
进行分析应用和决策指挥。在产品方面，
兆丰机电也有智能化应用，比如汽车轮毂
轴承单元的远程运维平台，当产品出现温
度过高等异常情况时，平台会向驾驶员提出
预警，建议对轴承进行检查或运维保养等。

兆丰机电是行业内较早进入汽车轮
毂轴承单元行业的企业，也是国内为数较
少的兼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轮毂轴承单元及卡车轮毂轴承单元生产
技术的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中高档
轿车及商务用车；具有年产汽车轮毂轴承
单元500万套的生产能力，可生产汽车轮
毂轴承单元1800多种型号，是国内汽车轮
毂轴承单元的龙头制造企业。

作为2021年杭州首批“未来工厂”培
育企业，工厂从2013年“机器换人”，到
2017年“工厂大脑”，并一直注重相关数据
边缘计算、数字化工厂建设，通过利用“数
智”和智能化，不仅提升了产品质量，也提
高了生产效率。

兆丰机电自主开发汽车轴承轮毂单元生产线全程无人化操作

未来工厂组装一个汽车轮毂 不到13.5秒
本报讯（记者 黄婷）日前，浙江

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浙大网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移动浙
江公司参观交流并签署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三方将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围绕技术创新、资源整合、跨界
融合及自主研发等方面持续加强合
作，开启互利共赢新模式，共谋数智
发展新篇章。

会上，三方就合作内容、合作模
式、合作任务与机制达成共识。各方
将以浙江数字化改革为契机，聚焦数
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医
疗、元宇宙、云计算及IDC等领域，深
化数字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

赋能全行业数智化转型。通过整合
专业能力与资源优势，建立战略咨
询、系统开发、系统集成、运行维护等
全链式信息通信服务体系。此次三
方强强联手，不仅有利于各方在垂直
行业开拓未来市场，更有助于构建产
业数智化融合生态，为千行百业的数
智化转型注智赋能。

浙大研究院表示，将利用自身技
术优势、平台优势、人才优势积极推
动数智技术与行业应用的深度融合，
促进项目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与产
业生态伙伴一起帮助政企客户达成
数智化转型目标，引领行业内企业高
质量发展，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湘湖三期波斯菊在初夏时
节静静绽放，为夏日增添一道亮
丽风景。图为5月15日，骑行
爱好者在穿越花海。

特约通讯员 傅灿良 摄

湘湖花海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