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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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日 8∶30-17∶30

检修明中C843线昭三开如意

分线36#杆如意化纤令克、昭三

开如意分线 36/01#杆长巷村

7#变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萧山如意化纤纺织厂、长巷村

一带；8∶00-12∶30 检修瓜港

A078 线沙建开鑫福分线 22/

01#杆落点化纤令克：萧山区瓜

沥镇杭州临空实业落点化纤科

技一带；12∶00-17∶30检修瓜

港 A078 线沙建开鑫福分线

23#杆冠力物业令克：萧山区瓜

沥镇杭州冠力物业管理一带；9

∶00-17∶00检修龙东C844线

昭二开东达分线48#杆轶铭汽

贸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轶

铭汽贸一带；8∶35-17∶30检修

戴宏A400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45#杆戴宏A4003开关：萧山区

宁围街道杭州谷达科技、融通

农业发展(杭州)有限责任公司

等一带。

●遗失何焱娜机动车销售统一发

票，发票代码：132002222363，

发票号码：00021234，发动机号

码：14606712B48B20A，车架号

码：WBA11AV01NFM63265，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口证明

书汽车摩托车H02220074241，

声明遗失。

便民热线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于2022年12
月1日14:30，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
会议室向全社会有土方消纳需求的企业法人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萧山区海塘安澜工程配套项目约69万方土方消纳权，

要求土质均匀的粉土或粉砂土，不得含植物根茎、砖瓦垃圾
等杂质，塑性指数不大于10，土质需满足农作物种植，不得
为污染土方；位于顺坝排涝闸站西侧约20亩土地作为本项
目临时土方中转场；土方消纳工期要求在签订协议后150
日历天（不计春节15日历天假期），输送土方总量允许-
10%至5%浮动。起拍价2070万元，拍卖保证金100万元
（由竞买人汇入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 ：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浙江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
报名截止日15时前到账为准。

二、咨询、展示、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标的物现场展示。

2022年11月29、30日（9：00-16:00）在萧山区市心南路
133号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办理报名、登记手续；竞买人
报名时请随带相关证件，并提供缴纳拍卖保证金进账凭证。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
未尽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0571-82658711、0571-82658700
标的咨询电话：0571-82658395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招标编号：CQPM-20221108土方消纳权拍卖公告

杭州萧山明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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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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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8507331。

杭州萧山明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4日

注销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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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4日晚潮时间
13∶10
13∶26
14∶20
危险

高潮位(米)
5.20
5.10
4.7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25日 早潮时间
01∶10
01∶28
02∶26

高潮位(米)
4.70
4.60
4.40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本报讯 （记者 杨圆圆）动漫节临近，
最近几天，20岁的吴佳如和队友们正在萧
山的一家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地排练舞蹈，
准备着“天女次元”电竞啦啦队近期的亮相
演出。

啦啦队负责人杨笑告诉记者：“我们是
全国首个电竞啦啦队，也是杭州推出的永
不落幕的动漫展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单
元，在本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上可能会有花
车巡演的表演环节，到时姑娘们会穿着兼
具国风和动漫设计元素的表演服精彩亮
相，成为漫展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将电竞和啦啦队二者巧妙结合，这个
创意的提出和落实都归功于杭州忙盒电
竞。这是一家由萧山区电子竞技协会孵化
出的企业，专业从事电子竞技产业开发、园
区运营、电竞赛事执行、人才培养、自媒体
开发等，曾合作承办过WESG亚洲区总赛
事、TGA浙江省全民挑战赛杭州总决赛、
网易实况足球（手游）2021全国大赛、FI-
FA OL4 S12职业联赛等大型电竞赛事，
旗下还拥有实况足球（手游）、FIFA OL4
职业战队，多次获得电竞大奖。

组建电竞啦啦队，是忙盒电竞扩大影
响力的重要一步。忙盒电竞负责人徐昊介
绍：“对于赛事表演来说，可看性是很重要
的。电竞赛事的选手和观众一般都是电竞
游戏的深度体验者，在中场表演中，身着动
漫、电竞元素的啦啦队表演无疑会很吸睛，
带给现场观众更好的观赛体验。经过前期
筹备，现在我们已经为电竞啦啦队设计了

主题音乐和纪录片，接下来就等待它的精
彩亮相。”

尽管没有正式参展，但在今年的中国
国际动漫节上，忙盒电竞的存在感依然很
强。从各参展企业播放的体育、电竞赛事
宣传视频中，展览的赛事奖杯、纪念品、周
边等物料中，都能看到忙盒电竞的身影。

作为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电
子竞技正在逐步从小众走向大众视野，电
子竞技产业的发展也日渐蓬勃。徐昊表

示：“作为一家真正从萧山培育、成长起来
的企业，也是萧山重点扶持的高层次人才
创业创新项目，我们希望
能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
让萧山有更多的电竞俱
乐部、电竞赛事入驻，引
导更多的新兴文创、动漫
游戏企业来萧，从而带动
萧山整体的动漫游戏产
业、电竞产业蓬勃发展。”

探索文体融合新业态 萧企推出全国首个电竞啦啦队
——萧山文创新锐企业报道之二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伟）“同志，你
是在沿江二桥上的水果销售车的车主
吗？请你尽快将车移开，桥上不能兜售
水果。”从10月1日以来，新街街道沿
江村对村内的17处涉及村庄主要路
口、桥头等闹市处的监控摄像头加上了
外接音柱，使值守在村里监控室内的工
作人员能及时看到全村17个监控点上
的问题，通过监控音柱，及时告知违章
者（或设摊经营者）的违章问题。同时，
对广播提醒后还是不听劝导的，村警务
站人员到现场进行劝阻制止。

沿江村是新街最东北的村庄，境
内有五座桥梁，桥上设摊经营、拥挤难
行的现象比较严重。在除险保安工作
中，沿江村党委认为要从抓源头开始，

全面取缔桥上（或十字路口）的违章停
车、违章设摊，确保全村道路畅通。

从今年9月开始，村里投资5 万
元，对村内的17处摄像头外接音柱，
这样在村内道路上出现的问题，第一
时间就能在监控室看清楚，并能及时
处理。与此同时，村里对村主要道路
划定了临时停车位，十字路口增设减
速带。组织村里警务站人员、青年志
愿者对全村道路的违章行为进行巡查
劝说、分发宣传单，面对面地进行劝
导，提高车主对整治村庄道路、维护交
通秩序重要性的认识。通过近一个月
的整治，村庄道路车乱停、摊乱设的现
象得到了彻底的根治，各类纠纷也显
著减少。

沿江村加强“智慧监管”为村民出行安全“加码”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朱
奕欣 胡卓盛）日前，记者自区交通建设发
展中心获悉，杭甬运河新坝二线船闸工程
正在抓紧施工中，预计将于2025年建成投
用。待建成后，将在现有新坝船闸的基础
上，扩容近两倍。

在杭甬运河新坝二线船闸工程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埋头奋战，正在进行船闸、桥
梁工程施工。该项目3月实现先导开工，7
月获先行用地批复。目前，万安桥和茅山
运河桥已完成总体形象进度2.33%，其中
船闸工程完成2.0%，桥梁工程完成3.3%。

据悉，该工程位于义桥镇南侧，沟通浦
阳江与内河西小江，起点为上游引航道与
浦阳江航道交汇处，终点为万安桥下游约
70米处，里程总长约2.49公里。项目建设

内容为新建Ⅲ级船闸1座，改建桥梁3座，
拆复建防洪堤约670米，新坝河改线（含箱
涵）长约380米，改造上、下游远调锚地各1
处，文物迁移保护工程及相应的配套设
施。设计年单向过闸货运量通过能力近期
约为2337万吨，远期约为2780万吨。

根据调查显示，杭甬运河杭州段航道
由2004年的896万吨到2020年实现2090
万吨，水运流量逐渐增加。“杭甬运河的建成
后，新坝船闸成为进出杭嘉湖方向的第一个
船闸。目前，我区现有的新坝船闸设计年最
大通过能力为860万吨，2020年年过闸运
量突破1200万吨，已过船闸的最大通过能
力，因此，建立二线船闸，提高杭甬运河水运
能力，满足大吨位船舶的过闸需求是非常有
必要的。”萧山港航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杭甬运河是新一轮的国家高等
级内河航道布局中的“三横四纵”中“一
纵”，是浙江北部和中西部通往宁波舟山港
的唯一内河运输通道，全长239公里，已成
为我省海河联运发展和沿线新的经济发展
增长点。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高杭甬运河船
舶过闸吨位、通航能力和通行效率，为打造
江海联运服务体系、促进运输结构调整、确
保交通同步实现“碳达峰”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该项目对完善杭州市乃至我省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助力唱好杭甬“双城记”和
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将成为我省打造海河联运运输体
系、构建高等级集装箱运输通道、宁波舟山
港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的重要支撑。

杭甬运河新坝二线船闸工程2025年建成投用扩容近两倍

11月 23日，位于南门江
西面的萧山区门球馆落成开
馆，来自萧山各个镇街的243
名门球会员分成26个队伍，
展开角逐，打响新馆第一杆。

记者 周煜程 通讯员 俞文龙

新馆第一杆

本报讯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沈钰燕）为更好地收集民意、了解民
情，拉近人大代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11月21日，城厢街道第二人大代表联
络站开展接待选民活动。

座谈会上，与会选民敞开心扉，针
对小区停车难、老小区生活环境等提
出意见建议。“崇化小学上下学早晚高
峰时段，家长的接送车辆经常停放在
崇化路中间，不仅影响居民出行，还存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
加强周边道路秩序管理。”“老旧小区
娱乐活动场地少，居民想打打牌聊聊
天，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人大代

表们仔细聆听，认真记录，并不时和他
们进行交流。

随后，人大代表还实地走访俊良、
崇化、潇湘3个社区，对老旧小区管理
中的难题开展探讨，积极出谋划策。针
对一些疑难问题，代表们梳理分析后将
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以督促解决。

区人大代表章旖莉表示，此次走访
的三个社区都属老旧小区，提升老旧小
区整体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是群众
最关心的问题。人大代表与居民面对
面，既方便代表收集民意、了解民情，也
畅通了人民群众与人大代表间的沟通
联系，更好地帮助居民解决实际困难。

人大代表进社区 架起群众“连心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童志辉 通
讯员 金妙祥）清晨，很多人还在睡梦
中，负责村内环境卫生的保洁员周花
娟换上工作服，推着垃圾车来到村头，
开始了一天的保洁工作。

今年59岁的周花娟是所前镇东复
村的村民，退休后一直在外务工，如今
在家门口就能就业。为了给家里增加
一份收入，她应聘成为村里的一名保
洁员。“今年6月，村里将外包的环境
卫生工作收回，成立了自己的保洁服
务队。看到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我
就想加入到这一群体中，通过自己的
双手把村子打扫得更加干净整洁。”

在东复村，像周花娟这样的本村
村民不在少数。“在招聘保洁员时，我
们面向本村村民，一共提供了16个岗
位。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让村民

也能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
量。”东复村党委副书记金军表示。

乡村保洁员，不仅满足了村民对
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也促使村民逐
渐养成自觉维护环境的良好习惯。家
家户户主动收集生活垃圾，清洁乡村
已经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让金军欣
慰的是，“以前有些村民不配合，看见
保洁员在打扫卫生还故意扔一些垃
圾。现在大家都在互相监督，有的村
民还主动帮保洁员捡拾垃圾，甚至把
自家门口都打扫干净。”

去年11月底，东复村顺利通过区
级美丽乡村提升村验收，村庄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变化，村民获得感、幸福感
大大提升。依靠本村保洁员的辛勤付
出以及村民们的配合和参与，这里的环
境卫生状况正形成长效保洁机制。

本报讯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张肖乐）今年以来，南阳街道持续深入
开展禁毒教育工作，进企业，入校园，
走上田间地头，拜访每家每户，以点带
面、多措并举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
传活动，向群众讲解毒品知识，发放禁
毒宣传单，营造了良好的禁毒宣传氛
围。

为推进禁毒宣传工作深入开展，
切实提高广大居民识毒、防毒、拒毒的
能力，南阳街道禁毒办组织志愿者，定
期在滨河公园广场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活动。活动中，志愿者通过派发禁毒

宣传资料、展示毒品仿真品等形式，让
广大居民深入了解毒品品种、治安防
范知识，以及吸食毒品对自身、家庭和
社会所带来的危害。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宣传教育的覆
盖面，南阳街道禁毒办还深入辖区村社
开展禁毒宣传进村活动。与此同时，
该街道禁毒办组织社区、商铺、酒店等
地利用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统一滚动
播放禁毒防毒宣传标语，使广大人民
群众在散步出行的同时，进一步增强
识毒、防毒、拒毒能力，时刻紧绷防疫
防毒“安全弦”。

南阳持续深入开展禁毒教育

村民成为保洁员 东复村干净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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