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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播报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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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报道有意
义的公益行动，推广公
益做法，当然也会报道
有爱的萧山人、新萧山
人。我们还将联合志
愿队伍，共同策划、发
动公益行动，关爱那些
需要被关爱的人。

“萧报公益”形象代言人“萧暖暖”

萧萧暖暖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7月18日 7∶30-17∶30停夏山C258线山联村14#
变A路、B路：所前镇山联村夏山埭自然村西一带；7∶
00-18∶00停龙虎C704线永利村3#变：南阳街道永利行
政村十组一带；7∶00-18∶00停神龙362线龙虎村21#
变：南阳街道龙虎行政村十九组一带；7∶00-18∶00停黎
明A338线黎明村2#变：靖江街道黎明社区8组朱柏龙
北一带；7∶00-18∶00停永盛A323线安澜桥村4#变：靖
江街道靖南村19组一带；18日6∶15-19日18∶45停机场
3669线：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拆迁延期公告
根据原《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

管理条例》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经杭州市国土资源
局萧山分局批准，同意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新塘街道办事处申领的郎家浜社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萧土资拆许字［2012］第
06号）的拆迁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7月20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拆迁双方当事人
对上述《房屋拆迁许可证》延期有异议的，可在公
告之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或杭州
市国土资源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6个月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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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
晚潮时间
18:40
16:40

-
危险

高潮位
(米)
3.50
3.80
-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18日
早潮时间
6:15
8:10
-

高潮位
(米)
3.60
3.80
-




























 

大拇指养生馆
大拇指健康管理中心，问题性皮肤修复中心，
S形身材管理中心，欢迎您的到来！
地址：金城路知稼苑23幢3单元802
电话：8273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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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82662222
国际 8266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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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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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球培训
萧山区体育中心2017暑期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
开设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多门精品课程，名师课堂
小班化教学，中、高考艺术特长生考前集训；
暑假报名送礼品，正在火热进行中……
电话：15068766958朱 15958117357陈（专业导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微医全科 高端体检
定制化健康医疗服务 推广价980元起
咨询预约热线0571-83823399

诚招外协单位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萧山临浦
镇，专业制造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
因业务拓展，现诚招配套机械加工单位若干，
有意者请联系：华先生，（0571）57576185,
13516705357。

九品老酒馆征集老茅台酒
公司开展宣传中国传统酒文化，免费为广大
市民鉴定、评估家中陈年老茅台酒（从1953
年至2010年），如有意出售，高于市场价回
购。地点：萧绍路1075号；时间：6月8日至
7月8日；电话：15957160207蒋老师。

区慈善总会精准扶贫
打造“从脱贫到致富”的救助项目

在慈善扶贫基地成立的当天，区慈
善总会、杭州农垦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
三方代表在合同上签下郑重的一笔，这
也标志着我区慈善事业从“输血型”救助
向“造血型”救助转变，成功探索出了一
条可持续发展的救助新途径。

家住益农镇兴裕村的许师傅一家是
典型的因病致贫家庭，妻子患尿毒症已
有14年，女儿正在上大学，仍需要家里的
资助，整个家庭都靠许师傅种菜所得的
微薄收入来支撑，生活捉襟见肘。而随
着我区首个扶贫农业基地在益农镇成
立，许师傅成为首批受助对象，这让他满
心欢喜，也增强了他要实现脱贫的信心。

区慈善总会会长汪柏遂说，自今年

年初，新《慈善法》出台之后，总会就一直
致力于探索慈善的新思路、新载体，而建
立扶贫基地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萧山
慈善组织以此为新机遇，进一步拓展工
作思路，创新慈善救助模式，在全区范围
内适度开展建立慈善“造血型”扶贫基
地，帮助解决广大贫困户“等、靠、要”思
想和就业无岗位、营销无渠道等问题，引
领广大贫困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来逐步
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

慈善扶贫基地的成立，实现了真正
意义上的“授人以渔”。借助于发达的农
业产业，益农镇三围村作为扶贫基地的
试点单位，基地面积达20亩，与15户困
难农户签订合作协议，总会希望这些农
户通过自身努力，摘掉“贫困”的帽子，共
赴小康之路。

农业合作社一条龙服务
让贫困家庭实现共同富裕

“像我这样普通种植蔬菜一年就三
四万元的收入，以前很羡慕周围的邻居
靠着大棚种植过上了好日子，我也很想
建大棚，但一来没资金，二来没文化没种
植技术，想建也是力不从心。”许师傅说，
如今政府出资金，有合作社提供种子种
苗、技术培训、技术指导、销售渠道等一
条龙服务，相信自己能创造一份属于自
己的财富。

杭州农垦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周金
龙告诉记者，合作社成立多年，已经实现

“育苗、储藏、运输、销售”一条龙产业，全
年交易量达2400余吨，实现销售产值达
7600余万元。“我们主要采用集中与分散
相结合的模式，整理出20亩土地，为15

户困难家庭免费提供大棚、育苗、培训等
专业化配套服务，每年种植两季蔬菜，并
由合作社负责销售。像许师傅分到了
1.35亩大棚，别看面积不大但带来的经
济效益却是可观的，预计年收入应该能
够翻倍。”

据了解，成立慈善扶贫农业基地是
区慈善总会2017年重点工作之一，以此
为契机，总会将不断探索慈善救助新方
式、新途径，逐步推进“造血扶贫”，使困
难户生产自救，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实
现共同富裕。

从“输血型”救助向“造血型”救助转变

全区首个慈善精准扶贫基地成立
在经济发达的萧山，仍然有一些因病致贫的群众。除了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援助外，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让

他们的生活富裕美满？近日，我区首个慈善扶贫基地在益农镇成立，慈善救助将借助杭州农垦蔬菜专业合作社这一平台，由
“输血型”救助向“造血型”救助转变，依靠产业带动从根源上实现脱贫。

■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吕金红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王鑫波鲍婷婷

本报讯 这两天，与阳光一样火热
的，还有活跃在我们身边的“雷锋”，事
情虽小却温暖人心。

14日中午，市民王女士将一面
“拾金不昧、道德楷模”的锦旗送到区
公交公司五车队。原来，车队410路
公交车司机周富荣驾驶公交车从方家
塘公交站行驶至通惠路公交站后，在
对车辆进行一圈一扫工作中，发现座
位上有乘客落下的一个珠宝盒。周师
傅立即将珠宝盒交到当班站务员处。
盒内有一条珍珠项链，却因没有有效

信息无法联系到失主。而失主王女士
在发现自己的珍珠项链不见后，急忙
赶到站房。站务员在对失主进行身份
确认后，完璧归赵。

车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乘客在
公交车上遗落物品的情况并不鲜见，
多发生在车厢最后几排、座位与座位
间、车内垃圾桶附近等区域。车队要
求驾驶员每到终点站时都要检查车
厢，发现有乘客将物件丢失在车上，要
求其保管好并上交车队，车队想办法
将失物归还。需要提醒市民的是，天
热乘车时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
品，特别是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

同样是在14日，当天早上7点半
左右，杭州货运中心萧山经营部职工
钱旷怡晚班后驾车回家，途经广泽小
区门口时，发现一对父母在路边拦
车。母亲抱着一名两岁左右的孩子不
停地哭泣。见此情景，钱旷怡赶紧停
车询问，得知孩子出现了昏迷、呕吐不
止等症状，情况十分危急，于是，钱旷
怡带着这一家人匆匆赶往区一医院。
一路上，孩子不停呕吐，为了让孩子尽
快得到治疗，钱旷怡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迅速将孩子送至医院抢救。确定
孩子在医院得到妥善救治后，钱旷怡
便悄悄离开了。

身边多“雷锋”好人好事一桩桩

昨日上午，萧山蒲公英公益服务中

心联合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在江寺公园

开展“废电池换绿植”环保活动。图为

市民把家中的废电池拿来换绿植。

摄联会 傅灿良摄

废电池
换绿植

■见习记者李小荣通讯员丁晓媛

本报讯 7月11日，区青年公益社会
组织党员志愿者分享会在区青年公益社
会组织服务中心召开。本次分享会邀请
到10支民间志愿服务总队的党员志愿者
代表和负责人分享经验和心得体会。

分享会以“为党旗争光 为萧山添彩
用志愿谱写最美乐章”为主题，党员志愿
者代表们畅谈在志愿服务中的真诚付出
和丰硕成果，分享志愿服务的经验与感
悟，分享会取得圆满成功。

据悉，区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于2016年10月成立，目前已入驻公益社
会组织10家。

团区委开展区公益组织
青年党员志愿者分享会

清风队开展垃圾分类
公益宣传活动

日前，大樟树群清风队的队员们，以
及回澜小学、高桥金帆实验学校和汇宇小
学的学生们在地铁口、小区前、超市里
……把一张张提倡垃圾分类的宣传资料
分发给每一个路过的人。本次活动参与
人数达到150人，发放资料6000份。这
是清风队第二次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活动，也是2017公益夏令营活动中队员
们自选活动项目之一。 （项亚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