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仓前街道道路及停车场停车泊位实行收费管理的公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求，街道人口数量大幅

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汽车保有量不断增长，
交通拥堵情况加剧，“停车难、行车难”问题日益突
出。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会议纪要
【2019】39号要求，为强化静态交通管理，合理利用公
共停车泊位资源，提高城区停车泊位的周转使用率及
道路通行能力，有效缓解仓前街道“停车难、行车难”

与交通拥挤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仓前街道区块城
市管理水平为目的，设置道路停车泊位并实施收费管
理。道路停车泊位设置原则按照“合理开发、有限供
应”的原则，有限满足机动车占道停放需求。仓前街
道道路停车泊位及停车场自 2019年 12月 13日起开
始实施收费，实行收费泊位的具体范围、数量和标准
如下：

余杭区仓前街道停车位收费标准
路面收费时间为北京时间上午 8时至当日晚间

20时，夜间20时到次日8时免费。
道路泊位收费价格标准：
按照余政办[2007]127号一类道路停车点进行收

费，15分钟免费；超过 15分钟的，达 1小时（含）按 5
元/辆计费，以此类推；连续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的，
按上述计价办法计算加价；大型车按小型车同类备注
加倍计费，大小型车分类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
划分。

停车场收费价格标准：
按照余政办[2007]127号一类停车场进行收费，

免费停放时间30分钟，2小时内（含）按照5元/辆/次，
4小时内（含）按照 10元/辆/次，24小时内（含）按照
15元/辆/次，连续停车时间超过 24小时的，按上述计

价办法计算加价；大型车按小型车同类标准加倍计
收，大小型车分类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划分，
收费标准遵守各项价格政策。

按照余政办[2007]127号二类停车场进行收费，免
费停放时间30分钟，2小时内（含）按照4元/辆/次，2小
时以上至24小时内（含）按照10元/辆/次，连续停车时
间超过24小时的，按上述计价办法计算加价；大型车
按小型车同类标准加倍计收，大小型车分类按照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划分，收费标准遵守各项价格政策。

服务咨询电话：0571-86155175
价格投诉电话：12358

余杭区人民政府仓前街道办事处
杭州仓泊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日

公 告
我单位承建的崇贤至东湖路连接线一期工程绿化工程

第三标段（K0+382.5～K4+350地面道路绿化景观）于 2018
年12月4日完工，目前农民工工资已全额发放完毕，无拖欠
农民工工资现象，如有未结清现象，请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浙江泓恩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联系，逾期造成
的损失，后果自负（以上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联系单位：浙江泓恩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8147512
监督单位：杭州余杭区交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6165033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2月2日——12月3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衣柜里的冒险王 12:40 25元

利刃出鞘 18:40 30元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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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24号杆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前二
小建设工地一带；08:40-16:40景福H541线候家分线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侯家一带；08:30-
17:00高明开关站三鑫G063线顺龙分支箱分线、高明
玻璃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顺龙投资、乔
司6组、高明玻璃厂一带；08:30-17:00高明开关站大井
009线乔基时装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乔
基时装一带；08:30-17:00天星3#站周扬7017线天星苑
5#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天星苑一
带；08:40-12:40金明G343线钱家斗分线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良渚街道：石桥村钱家斗一带；08:00-16:00星火
北路分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超峰西
路仓库区、旺旺宿舍、开发区别墅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停电预告

杭州市余杭区七贤星幼儿园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10076786701，声明作废。
遗失胡富连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逸居城逸情苑19
幢 2单元 501室房产的契证，证号为 20101223050432，

遗失启事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五常中心幼儿园工会委员会银行开
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726558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食堂银行开户许
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50061402，声明作废。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蓝庭幼儿园遗失浙江省幼儿园
办学许可证副本，号码为浙教幼01106025，声明作废。
杭州市余杭区绿城育华蓝庭幼儿园遗失民办非企业单
位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33011067063028XG，声明作废。
遗失费铭铨就业创业证，号码为3301100017737597，声
明作废。
杭州和源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日不慎遗失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书》，监督注册号：201002YH018,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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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12月1日回复国会方面，说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或他的律师 4日不会出席针对
特朗普的弹劾公开听证会，理由包括弹劾调
查“党派色彩浓厚”“不公平”。但是，白宫方
面不排除参加后续听证会。

先不去

白宫律师帕特·西波隆给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主席杰罗尔德·纳德勒回信，说特朗普
或律师不会出席 4日听证。信中写道，调查

“没有依据，党派色彩浓厚，与所有历史先例
不符”“没有基本的公平”。他说，司法委员
会没有公开出席听证的法律专家身份，且不
清楚这一委员会是否会向特朗普提供“公正
程序”，因而特朗普方面不会出席。

4日听证将就弹劾的宪法依据听取法律
专家意见。司法委员会继而将举行更多听
证，从而决定是否提议弹劾特朗普、以什么

“罪名”弹劾。纳德勒先前致信白宫，“邀请”
特朗普或他的律师出席 4日听证，限期 1日
18时以前答复。

特朗普定于 4日在英国伦敦参加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按照西波隆的说法，司
法委员会“蓄意”把听证会安排在那一天。

等等看

4日听证会是弹劾调查开始以来由众议
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首场听证。白宫方面
未排除出席后续听证的可能性。西波隆在
信中写道，如果司法委员会在“公平程序”和

“保障总统的权利和特权”方面“严肃”行事，
“我们可能会考虑”参加后续听证。他列出
多项条件，包括允许共和党方面传唤证人。

纳德勒 11月 29日又一次致信白宫方

面，“邀请”特朗普的律师出席后续听证，要
求12月6日17时以前答复。

弹劾调查 9月开始，缘由是一名情报官
员检举特朗普 7月与乌克兰总统通电话时
以军事援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查和收集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籍竞选人乔·拜
登及其儿子的“黑料”。

民主党方面指认这名共和党籍总统滥
用职权、寻求外国势力干预明年总统选举、
损害国家安全利益。先前调查由情报委员
会主导，举行多场闭门和公开听证。特朗普
认定他遭民主党人“政治迫害”，不满他的律
师无法在听证会问询证人。

“迎”圣诞

路透社12月1日报道，情报委员会调查
组成员定于 2日晚上在闭门会议上讨论调
查报告，委员会全体成员 3日讨论并表决报
告，继而交给司法委员会。

一些民主党籍议员的助手披露，司法委
员会可能今后两周内就是否提议弹劾特朗
普表决，一旦通过，弹劾案可能12月25日圣
诞节前在众议院全体会议接受表决。

如果众议院批准弹劾，参议院将“审理”
弹劾案，决定是否“定罪”并解职特朗普。只
是参议院由特朗普所属共和党把持。美联
社报道，参议院可能明年 1月“审理”弹劾
案。

司法委员会首席共和党籍议员道格·柯
林斯 1日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特别检
察官罗伯特·米勒作“通俄”调查期间，司法
委员会已经就弹劾的宪法依据听取法律专
家观点，因而 4日听证会“完全是美国式浪
费时间”，“只是一场电视秀”。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 2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
连线，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
气仪式。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仪式。
习近平通过视频和正在索契的普京互

致问候。
习近平对管道投产通气表示热烈祝贺，

向两国广大建设者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
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

典范。2014年，我同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
署项目合作文件。5年多来，两国参建单位
密切协作，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冰卧雪、战天
斗地，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向世界
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展示了中俄合
作的丰硕成果。投产通气既是重要阶段性
成果，更是新的合作起点。双方要打造平安
管道、绿色管道、发展管道、友谊管道，全力
保证管道建设和投运安全可靠，促进管道沿
线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建交 70周年，

我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致决定继续将发展
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坚定不移
深化两国战略协作和各领域合作。当前，中
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中俄关
系迈入新时代。希望双方再接再厉，打造更
多像东线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两
国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
人民。

普京表示，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70
周年之际，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具

有重大历史意义，将使两国战略协作达到新
的高度。2014年我和习近平主席共同见证
该项目合作文件签署以来，双方团队在极端
天气下辛勤工作，如期完成了建设，未来 30
年里俄方将向中方供应 1万亿立方米天然
气，这将有助于落实我和习近平主席达成的
在2024年将俄中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
美元的共识。俄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
这一标志性战略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中俄代表分别在黑河、阿塔曼斯卡亚和
恰扬金 3个管道沿线站发言，向两国元首汇

报：俄方已准备好向中方供气、中方已准备
好接气。

普京下达指令“供气！”
习近平下达指令“接气！”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

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
省黑河。俄罗斯境内管道全长约 3000公
里，我国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公里，利用已
建管道1740公里。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特朗普及律师拒绝出席首场弹劾听证

国际关注

11月24日至11月30日，一支跨国洞穴探险队在广西东兰县连续探险7天后，发现两个大型天坑和十几个相对较小的溶洞。
东兰县是喀斯特地貌区，红水河流经此地，两岸植被茂密，人迹罕至。探险队先后进入多个洞穴，经实地测算，确认“小弄坤2

号天坑”深度超过300米，底部宽约250米，长120米，属于世界排名前50的大型天坑。此外，“弄丘天坑”深295米，宽约50米，长
100米，同样属于大型天坑。 （新华社）

探险队员进入地下溶洞，考察岩溶形态（11月27日摄）探险队员展示无人机拍摄的“小弄坤2号天坑”（11月26日摄）

跨国探险队在广西东兰发现大型天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 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
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
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
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
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
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
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

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
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
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
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
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
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
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

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

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
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
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
须付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