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广告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 96390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
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

热线82656789

萧山农村合作银行
82712929 96596

新世纪琴行 (乐器销售，培

训，维修，调音)服务热线

82654118 82666115

杭州杜氏童车有限公司
童车童床萧山市区送货,可

批发、零售。 地址：萧山新

塘裘江新村 38 号 电话：

82731085 82736486 QQ：

805662408（杜氏童车） 淘

宝 网 ：http://dstcyxgs.

taobao.com 阿里网：http:

//hzdstc.cn.1688.com/

专业二手车
高价收购 各类汽车

代理车辆指标、置换、更新

13588326686

QQ：14884081

萧山票务中心
82662222（国内）

82662266（国际）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捷程商务旅行社（旅游•机

票•订房•租车•签证）

服务热线82767676（拨我去

游去游..）企业客户包团专线

82661616

杭州康辉阳光国际旅行社
散客咨询报名：82372111

签证机票酒店：82650611

租车/整团业务：82630123

杭州萧报国际旅行社（旅游）

82756555 82658201

萧报火车票务 82658790

萧报航空票务，市区免费送

票 82658780

金点子婚介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

有公务员、事业、国企、私企、

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

婿等等

萧山区中医院第八届膏方节

于 11 月 1 日开幕，咨询电

话：82722642。

大拇指美业
您的健康 我们的责任
☆再次推出感恩价498元减

10斤，由于冬季脂肪代谢排

毒功能差，冬季更有助于经

络养生调理，大拇指名言：经

络通，人不老，气血通，精神

好，形体好，通经络☆面部再

青春祛皱提升368元火爆体

验中……

市心店地址：市心南路98号

城市酒店左边附 3 楼 5F：

82737668 82220901；金城

路知稼苑店：83717287。

抵押信用贷款咨询

个人凭执照、公务员贷款、
房产贷款、借款、垫资咨询

闲散资金理财、车贷
86726600

13777369087

杭州诚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萧山电大
——家门口的大学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

大，区政府公办高等院校，

2015年春季开放教育招生专

业：本科：土木工程、法学、商务

英语、行政管理、金融学、汉语

言文学、工商管理、会计学、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科：工商管理、会计学、行政管

理、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程造

价管理、建筑施工与管理、计算

机信息管理。2015年 3月入

学，最低毕业年限2.5年。咨询

电话：82665050、82663950报

名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

（K701、K702、K708、K412、

K750公交直达）。学院网址：

http://www.xsrtvu.com/

厂房招租

位于进化镇工业园区内
（东复线边）有新建独立三层
8500平方米工业厂房出租（可
分租）,用电量250kv,适合五
金机械、纺织服装等行业。现
低价招租，有意向者请致电葛先
生，联系电话：13345710734。

●遗失龚小娟会计证，证号：
330121196603155820， 声

明作废。

●遗失黄建忠身份证，证号：

330121196812283730， 声

明作废。

●遗失高伟金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

公 司 商 业 险 ，单 号 ：

PDAT20143301T0001833

20，交强险单号：PDZA2014

3301T000178981，声 明 作

废。

●遗失车牌浙AS5V13，被

保人杭州大路金属热处理有

限 公 司 ， 保 单 号

AHAZ150ZH914B003485

B，AHAZ150CTP14B0170

43L，保单流水号QBAM14

00235678，CFAA1403254

270，声明作废。

●遗失詹柏军身份证，证号：
339005197601225319， 声

明作废。
●遗失谢小梅与何光山所生
婴儿何兴，2014年12月22日
前申领的出生证，声明作废。
●遗失李彩福车牌号码：浙
AP8326道路运输证，证号：
330109017898，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新街镇全根
园艺场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33012119620612213
61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优测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章1枚，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12 月 24 日 8:30—

17:30停110KV赭山变赭一698

线永民线01#杆开关后段，空港站

5#间隔，同昌 365 线（10#杆开

关-28#杆开关）：杭州市萧山区南

阳街道（东风村、南丰村、南翔村、南

兴村、远大村）、长远电镀厂、君朋地

毯南阳卫生院、南阳赭红小区、伞业

行业协会、沙田制冰、萧山南阳祖林

布厂、伊舒蒙卫浴一带；8:30—17:

30停35KV义盛变乐园674线农

贸一站义盛十分线间隔：杭州市萧

山区义蓬街道（义盛街道）一带；7:

00—18:00停35KV赭山变观潮

700线间隔-19#杆开关、南丰699

线间隔-68/02#杆开关、赭一站天

海线、永民线间隔、南联0701线间

隔、阳城708线间隔：杭州市萧山区

南阳街道（南丰村、远大村、东风村、

南翔村、南兴村、赭山村）晨杰水泥、

工业设备安装集团、凌红纺织、南围

精密机械、长远电镀厂、君朋地毯、

南阳卫生院、南阳赭红小区、伞业行

业协会、沙田制冰、舒奇蒙卫浴、萧

山南阳祖林布厂、中亚精细化工、手

心医药化学、永宁尔集团、浙通金属

有限公司、科本药业、纽蓝得机械、

胜达塑胶、胜达祥伟化工、速博雷尔

传动、阳城酿酒、冯氏彩钢板、南阳

污水收集、大明玻璃、天昊化工、安

涂森实业、新晨颜料、欣阳精细、江

城化工、福莱特塑料、翠宝厨卫、航

峰金属材料、萧邦汽车、超帆防腐设

备一带；8:30—17:00停35KV赭

山变龙虎704线永利村分线56#杆

开关：杭州市萧山区南阳街道（永利

村）、圣山集团、邮电所一带；8:00—

17:30停35KV赭山变、南丰699

线间隔-68/02#杆开关、赭一站天

海线、永民线间隔、110KV河庄变

同昌365线28#杆开关、62/01#杆

开关、64#杆开关：杭州市萧山区南

阳街道（南丰村、远大村、东风村、南

翔村、南兴村、赭东村）、晨杰水泥、

工业设备安装集团、凌红纺织、南围

精密机械、长远电镀厂、君朋地毯、

南阳卫生院、南阳赭红小区、伞业行

业协会、沙田制冰、舒奇蒙卫浴、萧

山南阳祖林布厂一带；8:00—17:

00停110KV靖江变黎明A338线

和顺村12#变低压开关：杭州市萧

山区靖江街道（和顺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2月24日 8:45-17:

30停大义853线大义村15#变：杭

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大义村一带；8:

45-17:30停大义853线大义村

3#变：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大义村

一带；7:30-17:30停八里930线

八里桥村5#变：杭州市萧山区瓜

沥镇（党山片）八里桥村一带；7:

30-17:30停沙田A91线张神殿

村5#变：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坎

山片）张神殿村一带；7:30-17:

00停勤联A461线长北村11#变：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长北村一带；

8:30-17:30停管村241线：杭州

市萧山区楼塔镇管村村、柳桥制

衣、管村村、管村经济合作社、天霞

纺织、天地纺织、孙健花边、金迪纺

织、博宇减速机等一带；8:30-17:

30停大同240线：杭州市萧山区

楼塔镇大同一（佳山坞）、大同一

（母岭）、大同一（塘头）、大同一

（上马石）、大同二（余元坞）、大同

二（伊家店）、大同二（岩岭山）、大

同三（中央坞）、大同三（大同坞）、

大同三（路下苑）、管村村（东山吴）

一带、申铭纺织等一带；8:30-17：

30停田村238线1#杆后段线路：

杭州萧山楼塔镇萧南村（田村）、岩

上村（岩上）、萧南村（长山坞）、萧

南村（田村）、岩下村（岩下）、岩下

村（岩门）一带；8:30-17：30停水

阁233线1#杆后段线路：杭州萧山

楼塔镇楼英村（楼一）、楼家塔（楼

二）、楼家塔（楼三）、雀山岭(徐家

店）、雀山岭(直坞）、雀山岭(儒坞）、

大黄岭（夏坞）、大黄岭（水阁）、大

黄岭（黄岭）、大黄岭（夏坞）一带、

雀山机械等；8:30-16:30停潮都

A386线43#杆至影视A390线影

视开影钱线01/06#杆之间线路：

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新北村、浙

江沪杭甬高速公路、传化物流等一

带；8:30-17:30停影视A390线

影视开影钱线至01/06#杆（6056）

开关之间线路：杭州市萧山区宁围

街道宁北村、新北村、新安村、才明

汽配、杭州圭金机械、南岸汽车、长

江针织机械、高速公路养护所、韩

氏蔬菜、建博市政、车辆检验中心、

潮都加油站、李刚机械、大友汽配、

九堡大桥、鸿宁置业、百富建设等

一带；8:30-17:30停裴家284线

11#杆后段线路：杭州市萧山区闻

堰街道黄山村、闻兴村裴家、湘湖

购物中心（综合大楼）、黄山纸箱包

装厂、可迪亚石材工艺、钱江实业、

江南印铁制罐及其周边一带；7:

00-17:00停传芳254线越山村

1#变：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越山村

一带；7:00-17:00停环新727线

裘江新村8#变：杭州市萧山区新

塘街道裘江新村一带；8:30-17:

00停荣联522线城北新村9幢公

变：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城北新

村4幢、10幢及其周边一带。

便民热线便民热线

启启 事事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教育信息教育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新街镇全根园艺场遗失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0
年 7 月 14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181600496137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新街镇全根园艺场
2014年12月23日

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
根据杭州萧山明佳羽绒有限公司的申

请，拟将申请人坐落于萧山区新塘街道新丰
村，面积为6355.88平方米，证号为杭萧国用
（2012） 第 4300066 号 ， 地 号 为
33010804304390018，用途为工业用地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中的2650.08平方米转
让给杭州五泽羽绒有限公司并注销原土地
使用权证。转让部分四至范围为东至：杭
州萧山明佳羽绒有限公司，南至：沥青路留
地，西至：杭州领鸿电气有限公司，北至：河
流留地。若有异议，请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
书面向国土资源局提出，逾期将依法给予变
更登记，联系电话：82899209。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4年12月22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客臻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3年11月
1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000067665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客臻服饰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蜀山街道金亚石材商店

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
2010 年 12 月 1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551207 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蜀山街道金亚石材商店
2014年12月23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湘湖房地产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已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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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

杭萧执民第 5193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4）杭萧执民字第5193-2号执行裁定
书，将坐落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心北
路东、建设四路北（市心北路288号），原属
于杭州吉春实业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
证号为萧土开分国用（2002）字第更陆号，
面积461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裁定变更给杭州诺诚食品配料有限
公司。若有异议，请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
书面向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
局提出，逾期将依法给予变更登记，联系电
话：0571-82835950。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2014年12月22日

区高级技工学校是一所由区人民政府举
办、隶属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立
学校；是一所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
育、工农业和服务业培训、技能鉴定为一体的
国家重点技工学校，常年面向社会人员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高等学历教育专科、本科和工
程硕士教育服务，目前业余“高技能+高学历”
大专、本科班正火热报名中。

1、学历教育电话：82660552、82660553
2、技能培训电话：82675762、82687818
3、学校地址：区通惠南路416号（趣园酒店

南面）
4、学校网址：http://www.hzxsjgxx.

com

萧山区高级技工学校
业余“高技能+高学历”班火热报名中

招生高校：浙江大学、中南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市井 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汪少一 校对：洪泓BBB333

过敏、皮肤瘙痒尽量少用激素，激素虽解燃眉之急，但不
能长期使用！现有一个民间土方法告诉您：【徐大夫痒膏】针
对过敏、皮肤瘙痒！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心痒、皮炎灼
热痒、湿疹糜烂痒、风疙瘩窜着痒、疱疹刺痛痒，大腿根部痒，
还是皮癣脱皮干痒……

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如果把痒比作草，那么
毒就是草的根，割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据介绍，【徐大夫
痒膏】不仅一抹止痒，还会感觉从皮肤里冒出丝丝凉气，或渗
出珠状液体，或出现异味粘稠物，这些祖国传统称为“体外拔
毒”。多年来，凡使用过【徐大夫痒膏】的人无不笑夸称奇。
过敏、皮炎、手足癣、头癣、皮癣、湿疹、荨麻疹、疥疮、带状疱
疹、蚊虫叮咬、痔疮等引起的皮肤瘙痒，感觉非常独特。

【徐大夫痒膏】配方奇特，妙在“拔毒”，无副作用，老人孩
子都能用，非常受欢迎。

目前，这种拔毒止痒方【徐大夫痒膏】已落户萧山，活动
期间：买5支赠1支、买“疗程套盒”优惠有惊喜！萧山西门药
店（市心桥、新华书店隔壁）现已到货，2大盒一复程。

皮肤健康热线：400-015-8115

皮肤瘙痒有办法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在《萧山日报》A7版

刊登的《财产变卖公告》杭交2014（037）号中，现对变

卖方式作如下更正：“变卖方式：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

年1月6日，若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受让人将由浙

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浙江恒腾拍卖有限公司、浙江皓

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实施拍卖，拍卖公司不向买受人

收取佣金及其他费用，拍卖日期：2015年1月7日15

时。”其它内容不变，特此更正。

杭州产权交易所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恒腾拍卖有限公司

浙江皓翰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23日

更正公告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 前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2月23日

晚潮时间

12：00

14:20

16：20

危险

高潮位
(米)

4.20

4.40

4.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24日

早潮时间

1:00

3:10

5：30

高潮位
(米)

4.00

4.20

4.00

■记者何文静

21日下午，贵州省从江县大山深处的
秧里村，又迎来一位萧报人。本报记者张
培前往秧里村的贵州希望小学，进行为期
一周的支教。张培作为本报摄影记者，擅
长绘画、音乐、足球等多方面才艺，将带给
孩子们种类丰富的学习体验。

孩子们有了第一只足球

早在11月底，张培就产生了赴萧山希
望小学支教的想法。他说，自从萧报“温暖
贵州行”活动之后，他对大山深处的秧里村
有了感情，渴望与那里的孩子面对面沟通，
看到他们就像看到小时候的自己。

得知萧山希望小学的师资力量薄弱
后，张培有了前去支教的念头。“我擅长的
东西还挺多了，除了基础的语文、数学课可
以教，还能教自然、艺术、体育类的课程。
让孩子们多接触外来的信息，开阔他们的
视野。”张培说。

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支教计划为期
一周。张培计划，在这一周里尽量发挥他
的能力，带给孩子们新鲜的体验。他还希
望和孩子们结成朋友，为他们的学习提供
长期的帮助。

前往秧里，张培带去了两三箱为孩
子们准备的冬衣，这些是周围朋友转交
给他的。他送给孩子们一只足球，这将

是萧山希望小学的孩子拥有的第一只足
球。

21日下午，经过漫漫旅途之后，张培
抵达萧山希望小学。秧里村的父老乡亲和
孩子们以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寒风中，
700多位秧里村民守在村口，为这位萧报
人的到来吹响芦苼，递上一杯欢迎酒，披上
他们的侗族服装。

张培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他没想到，
一次短暂的支教计划竟迎来秧里村民如此
热情相迎。秧里村民早已把萧报人当成了
亲人。“那一刻，我为自己身为萧报人而骄

傲。”他说。
夕阳中的萧山希望小学巍然而立，

水泥操场上奔跑着孩子们的身影。教室
里窗明桌净，黑板上还留着老师的粉笔
字。

这在去年的12月，是秧里村民无法想
见的情景。那时的秧里小学木楼歪斜破
旧，孩子们在冷风直灌的教室里上课，老师
连一块像样的黑板都没有。

萧报的报道引起读者关注，促成萧山
希望小学全新建成。今年8月的竣工仪
式上，秧里村民挂出一副对联：“情深似

海，萧山丹心织彩带；感恩之心，秧里薄酒
迎亲人。”

先上音乐课，再上美术课

昨天，是本报记者张培在萧山希望小
学支教的第一天。学校只有一年级和二年
级，往常由兰老师一人带课，只有语文课与
数学课。张培带去一位朋友，两人分担兰
老师的课程。昨天上午，他的朋友给一年
级孩子上音乐课。他则给二年级的孩子上
语文课。

上课开始，他让每个孩子到黑板上写
出自己的名字，并介绍爱好是什么。山里
的孩子回答的爱好大致类“唱歌”“画画”

“打球”。可是这些都是学校里没有的课
程。当教孩子写完生字后，张培宣布下一
堂课是美术课，孩子们脸上绽放出喜悦的
神情。有一位孩子写自己的名字写错了，
张培悄悄告诉他：“字写得不对。”那孩子
低下头说：“我写不好。”张培工工整整地
给他写了一遍，问他：“会了吗？”他说：“会
了。”张培对他说：“今天晚上你回家练习
几遍，明天写给我看好不好？”孩子连忙点
头。

下午上美术课，张培给孩子们出的题
目是“我的家”，画自己家的房子、爸爸妈
妈、兄弟姐妹、家里的动物都可以。

张培惊讶地发现，孩子们尽管从没学
过画画，却有画画的天分，画出来的画很有
想象力。有两位女生用彩笔描画，搭配的
色彩很协调。“我看到很激动，这两个女生
真的有天分。我给全班学生的画都打了
分，打的分都很高。”张培说。

最开始，孩子们表现有些胆小，在讲台
上提问题时没人回答。可当张培走下台
去，挨个问时，大家答出的答案多数都是对
的。下午，孩子们表现大方多了，在课后扫
除环节，帮着张培做这做那。张培说：“感
受到了孩子们的兴奋劲。”

>>>支教记者日记

记者张培

今天是来到秧里村的第二天，早上七
点钟起床准备迎接学生们的到来。

一开始我先听了兰老师一节课，然后
准备了一番，开始给孩子们上课。我带的
是二年级，上午我把新课文的生字和生词
教给了学生们。

课余时间，我教他们踢足球和跳绳，孩
子们非常开心。到了下午，我给孩子们上
了他们的第一堂美术课，让孩子们在美术
本上画自己的家，孩子们都非常认真，一节
课不到的时间，大家就都画完了，而且画得
很有意思。

放学时，我带着所有的学生一起打扫
教室和操场，大家都很认真打扫，我也弄得
满身灰尘。学生们走了，和我挥手道别，我
回到办公室开始备课，准备明天的教学。
我想明天让他们自己走上讲台，说一个自
己构思的故事。

一天的工作下来，感觉很疲惫，当老师
真的不容易，但是很充实，因为这里的孩子
们都非常淳朴、聪明，我知道短短一周教不
了太多东西，我只是想把一些好的学习方
法教给他们。

本报记者再赴秧里 萧山希望小学支教一周
全体秧里村民盛情迎接，秧里孩子们有了第一只足球，上了第一堂美术课

温暖贵州行

学生们上课，阳光照在脸上 记者 张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