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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微信

扫一扫，关注“萧
报公益”新浪微博

每 周 周 一 至 周
五，萧山日报的“公
益”版会如约与读者
见面。在这个特定的
版面里，任何和萧山
有关的公益故事都将
被一一呈现。

“萧报公益”形象代言人“萧暖暖”

萧萧暖暖

大拇指养生馆（女士俱乐部）

女人健康如花：月经不能早衰，
或提前停经、痛经及月经量少，
我们能真诚帮助到您找回青
春。健康热线：82737668,地
址：萧山金城路知稼苑23幢 3
单元802室。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
96390，官方微信“萧山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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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票务中心
82662222（国内）

82662266（国际）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金 点 子 婚 介 137358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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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
户手续，厂房5000-20000平方
米出租、出售；求购：5-30亩工
业用地；求租：2000-20000平
方米厂房；王岗18606505558。

招 聘
无风险无投资无进货囤货创

业，招募合伙人！每月持续收入

5000-200000元，如果你想成

为我要培养的下一个高级合伙

人，让我知道你！联系人微信

号、手机15869008298 汤先生

●遗失父亲郭芳与母亲张利娟所

生婴儿张昶霖（曾用名郭雨舰）出

生医学证明，证号：33063688，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湘湖美食广场汪

永平餐饮店通用机打发票（自助一

卷式），号码：103101-103200，

102201-102300，声明作废。

●遗失江恒吉《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作业

类别：叉车司机，证书编号：

N2HZXS121169，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马洪钢与母亲瞿航

萍所生婴儿马镶羿出生医学
证明，证号：O330225746，声
明作废。
●遗失郭小东《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电
工作业，证号：T339005198805
159733，声明作废。
●遗失苏灵峰与蔡静所生婴儿苏
振清出生证，编号：F330482430，
声明作废。
●遗失俞益林浙江省医疗机构
住院收费收据，代码：31301，号
码：1571497828、1571497829，
声明作废。
●遗失蒋先保热处理工职业资格
证书，证号：1411200000200478，
声明作废。
●遗失父亲周亮与母亲齐晶晶
所生婴儿周紫怡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M330295435，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便民热线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南阳财林电动车商行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空港分局2013年9月12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330181600748001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南阳财林电动车商行
2017年3月29日

注销公告

杭州汇信工艺绣品厂因故歇业，申请注销，

特此公告。

更正启事
2017年3月27日在萧山日报13版刊登的杭州市萧

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公告，杭州暗香瑞莱克斯大酒店有

限公司申请地址更正为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1616、1618、1620、1622号、通惠中路707号。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友全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6年11月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341859681m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友全二手车经销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9日

通 告
为改善道路通行状况，萧山区公路管理处决

定于4月5日开始对S307中樟线K25+740-K27+
000、K32+000-K34+556进行路面预防性养护，
预计工程于5月底完成。届时现场需要进行半封
闭施工，敬请过往车辆减速行驶并按照交通诱导
牌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注意安全，施工
期间给您带来诸多不便请予谅解。

杭州市萧山区公路管理处
2017年3月28日

公 示
萧山城区杨岐山单元XH0304-10-1地块位于杭州

市萧山区蜀山街道。地块规划范围西至雷开路，南至规划
创新型工业用地，东至规划商业用地，北至亚太路。该地
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
划控制指标建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7年3月29日至
2017年4月7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1楼大厅及闻堰
街道湘湖南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宣传栏公示，欢迎广大市民
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书面反
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电话：82899240 联系人：刘女士
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

2017年3月28日

建议指标

地块编号

XH0304
-10-1

用地性质

商业商务
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8.47

容积率

2.2

建筑限高
（m）

40米

建筑密度
（%）

40%

绿地率
（%）

25%

备注

沿亚太路后退
100 米 范 围 内
新建建筑限高
24米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启启 事事

商务资讯商务资讯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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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9日

晚潮时间
12:20
14:20
16:20
危险

高潮位
(米)

4.70
5.30
5.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3月30日

早潮时间
0:20
2:10
3:50

高潮位
(米)

4.90
5.40
5.10

■记者曹涵翎通讯员沐风

邵建明是土生土长的义蓬人，也是
义蓬的龙头企业——明盛控股集团的掌
舵人，这位纵横商场30年的老总，在杏花
村的村民眼里，他是热心家乡事业，每年
都会来走访慰问困难乡亲的“自家人”。

“做企业，最终还是要去反哺社会的。”这
是邵建明总说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做慈
善大的要做，小的也要做，外面的要做，
家乡的更要做。

当义蓬慈善分会成立之时，明盛控
股集团捐赠留本冠名慈善基金800万
元。邵建明平常十分关心区慈善总会的
善举，除了“六助一赈”，许多大大小小的
慈善项目都令人眼前一亮，阳光慈善的
一贯作风，更让明盛愿意捐出留本冠名
慈善基金交于总会、分会行善。面对各
地的天灾人祸，只要区里一号召，明盛控
股集团总是带头捐。在各级组织发起的

“希望工程”“夕阳工程”“助困帮贫”“抗

灾救灾”等活动中，累计共捐助资金731
余万元。在慈善二轮募集中，企业再捐
赠留本冠名慈善基金2000万元助力萧
山慈善事业。

俗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
明盛控股集团的慈善理念里，正是“要扫
天下，也要扫一屋”，大的慈善要做，家乡
的困难乡亲更是不能耽搁。为了回报家
乡，明盛控股集团不仅为杏花村老家修
路，也帮扶家乡的困难群众，“有一个孩
子印象挺深，父亲过世、母亲残疾，我们
从初中一直结对到工作，算来也有10年
了。最让我欣慰的是，孩子表示自己是
受救助过来的，等有能力，也要来支持慈
善事业。”细心的邵建明总能从受助人的
小信心里找到慈善前行的大动力，他总
说，明盛是义蓬的老企业，一路走来离不
开家乡人的支持和帮助，如今企业做大
做强，理应反哺社会。

近年来，明盛控股集团先后与义蓬
街道十个行政村结对，在村企共建新农

村活动中，先后拿出830余万元结对资金
助各村搞好村级事业建设，尤其向经济
相对贫困的春雷村捐款60万元，用于村
级道路建设和村小校舍改造，受到了村
民交口称道。同时还出资实施了义蓬至
外六工段沿线六个村的自来水进村入户
工程，解决了厂周边300户农户的用水
问题。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
来，明盛控股集团每年都拿出10万元承
担村民的医保费用，拿出10万元左右资
助该村的特困户、低保户、残疾人和困难
老干部。

同时，明盛控股集团对员工工作时
间以外的生活也十分关心，谁有困难需
要帮助，企业总是挺身而出。2008年汶
川地震的时候，明盛控股集团立刻想到
了四川籍的员工，经过一轮摸底，得知确
实有一些员工家里受了灾，陷入了困
境。公司立刻发动捐款，并帮助员工建
房。既要关心社会，又要关心员工，这是
明盛控股集团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慈

善原则。
“下一步，我们还是会着眼家乡，尤

其是家乡的教育事业，我们更要尽力支
持。”邵建明始终觉得孩子是未来的希
望，教育事业上的慈善行动将是明盛的
重头戏。不久前，明盛控股集团联合义
蓬辖区内的锦盛控股集团、明镜控股集
团发起义蓬人民教育基金，以鼓励学生、
教师，并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助学。“政府
和社会给了我们关心、参与慈善的机会，
这是明盛的道义、良知和社会责任。之
后，区慈善总会的第三轮募集等我们都
会依据自己的力量来努力支持。”邵建明
真诚地说。

明盛控股：里里外外做慈善

27日上午，江寺小学开展了“全
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传授防踩踏
安全知识、安全疏散演练等形式的
教育活动。图为700余名小学生在
老师的指挥下，开展安全疏散演练。

首席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吴章新 摄

校园安全
疏散演练

近日，杭州高新实验学校的老师们
带领20多名小志愿者，给区特殊康复中
心的孩子们送来了图书和玩具。

小志愿者们送来的礼物，让孩子们
的脸上洋溢起了笑容。不少孩子主动与
志愿者哥哥姐姐拥抱，教室里一片欢声
笑语。傅淑飞老师不失时机，让孩子们
一对一走到黑板前面接受礼物并向哥哥
姐姐们致谢，把这次活动作为一个教育
环节，孩子们在开心之余也接受了一次
礼仪教育。

接受礼仪教育
学会懂得感恩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张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