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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微言说法

●遗失杨金校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
司商业险保单，保单号：1195
005282017043402，车牌：浙
AQ368S，声明遗失。
●遗失贾先军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代码：133001620269，
号码：00967396，声明作废。
●遗失董昆明《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
别：电工作业，证号：T339005
198003150032，声明作废。
●遗失吴洁亮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代码：133001520269，
号码：0192476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鲁捷机械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23471101，声明作废。
●遗失顾永平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商业险发票，
号码：33011700231718，商业
险保单，号码：PDAA2017330
10000371041，交强险发票，
号码：33011700231098，交强
险保单，号码：PDZA2017330
10000433811，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1月15日 9∶00-14∶30
停2016年新湾街道低压开关
柜更换改造四期工程（丰安）前
峰村6#变低压配电屏更换：前
进街道前峰村（6#变）一带；12∶
00-17∶30停 2016年新湾街
道低压开关柜更换改造四期工
程（丰安）前峰村7#变低压配电
屏更换：前进街道前峰村（7#
变）一带；9∶00-14∶30停江东
分中心2017年低压吊柜大修
工程（丰安）向前村6#变低压吊
柜更换：河庄街道向前村一带；

12∶00-17∶30停江东分中心
2017年低压吊柜大修工程（丰
安）新围村12#变低压吊柜更
换：河庄街道新围村（12#变）一
带 ；13∶30-14∶15 停 配 合
110KV长征变长农067线倒
负荷工作：宁围宁税垦种、禹茂
建设（一、二）、宁围垦种管理站
（六）、永福村、瓜沥镇渭水桥、
大元四垦（一、二、三）、华达农
业（二）、金宝养殖、吉天农业
（十九）、瓜沥镇农业发展局、
永新农业科技、鼎驼渔业
（二）、东巨农业、梅西四垦种
（一、二、三）、北翌实业、银海
渔业（一、二、三）、党湾裕民
村、江东金利渔业、老埠头村
（围垦）二、志伟家禽（三）、曙
光村经济联合社、党湾幸福村
（一、二）、党湾大西村、民新围
垦、党湾庆丰村（围垦）、万爵农
业、党湾四垦、沿江水产、党湾

勤俭村(围垦)、党湾永乐村、乐
顺水产、东湾养殖(一）、元腾农
业、先锋村经济联合社、雅比斯
农业、柳盛农业、长联村(围垦)、
党湾农业办公室(垦种)、天绿蔬
菜合作社、群联村民委员会（围
垦）、党山兴围垦种、益农围垦
长沙垦变；5∶00-6∶00之间短
时停电、22∶00-23∶00之间短
时停电停义盛变RTU改造：义
蓬街道星悦湾小区、宏景苑小
区、春天房产、宏景路附近、新
庙前村、义盛村、蜜蜂村、宏鑫
塑业、义蓬泵业、爱辉制衣、红
旗网络丝、创泓实业、摩提卡勒
家纺、合益包装材料、东南毛
纺织染整、东南化纤公司、康
斯达卫浴、义蓬操作中心、星
湾快充变、远达服饰、春天房
地产、恒滨建设、第四人民医
院（一）、萧山第四人民医院、
越超布业一带。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西门农贸市场汪婉珍鲜肉店遗失杭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2年11月16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156119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西门农贸市场汪婉珍鲜肉店 2017年11月14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北干胡云辉床上用品商店遗失杭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4年 4月 18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899222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北干胡云辉床上用品商店 2017年11月14日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于2017年11月10日
在萧山日报发布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公告，公告号为萧土资告【2017】01002号。现就地块
挂牌出让相关情况更正如下；

一、将原有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网上挂牌竞价方式更正为现场挂牌竞价方式进行。

二、挂牌出让报名、报价地点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
山分局5楼5002室,咨询电话：0571-83897023；

三、现场书面竞价地点：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萧山分中心（原萧山区招投标交易中心）2楼开标二厅
（萧山区宁围街道振宁路 600 号），咨询电话：
0571-82899320；

四、本次挂牌报价时间自 2017年 11月30日9:00
起至2017年12月11日10:30 止（工作时间）。

五、报名时间：2017年11月30日9:00起至2017
年12月11日10:30止（工作时间），竞买人可提交挂牌
文件规定应提交的有关文件，并缴纳土地出让竞买保
证金（以到账为准）后办理挂牌申请手续。

六、本次挂牌出让文件资料可于 2017 年 11月 20
日后到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5楼5002室领取。

七、具体相关事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7 年11月14日

告 示
我单位于2015年8月26日在区交易中心办理直接发包登记

手续的杭州佳鑫五金机械有限公司年制造加工100台五金机械、

10 万 件 机 械 配 件 项 目 车 间 工 程【 项 目 编 号 为

XJ01ZJ201508012，结构类型为框架地上4层，面积为7972.83

平方米，造价为8210000元，中标单位为杭州萧山城市建筑有限

公司，批准文号为：201500023号】。该项目因建设单位土地转让

原因，造成工程建设无法继续，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解除工程

施工合同，原交易取消，并取消原直接发包登记单（编号为

XJ01ZJ201508012），因登记单原件已无法如数收回，现收回直

接发包登记单一式（3）份，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我方承担。

杭州佳鑫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4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银丰小吃店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7 年 10 月 19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AXHKOR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银丰小吃店 2017年11月14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利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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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清算公告
浙江逸港货运管理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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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更正公告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1月14日
晚潮时间
23:00
23:24
01：39
危险

高潮位
(米)
3.80
3.70
3.4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15日
早潮时间
11:30
11:54
14:06

高潮位
(米)
3.00
3.00
3.20

本报讯 今年2月，朱师傅由老家安
徽来到萧山找工作，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身
体畸形与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同时发作，
他不慎在北干山隧道路口摔倒。热心市民
立即帮忙拨打了120求助，随后朱师傅被
送入区中医院医治。

经入院诊断，朱师傅患有脊柱后凸畸
形、强直性脊柱炎、关节僵硬、脑梗塞、双侧
骨性强直髋等病症。经了解，朱师傅没有
亲友在萧，自己也身无分文，虽然身患“脊
柱后凸畸形”，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驼背”，
并且有逐渐加重的趋势，不过由于平时不
太关注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对病情
逐渐加重的情况毫不知情。

对于这个在萧举目无亲的外来务工
者，区中医院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不收取费
用的情况下采取了抢救措施。待朱师傅病
情稳定后，他通过医院向区救助管理站申
请救助。

区救助站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前往医
院了解情况，在确定朱师傅符合法定救助
条件后，接过爱心接力棒，向朱师傅提供全
额医疗救助。

不过，在医治与救助过程中，朱师傅经
常辱骂医护工作人员与救助站工作人员。
救助站工作人员深知，救助工作不仅要提
供物质帮助，更重要的是对受助人员进行
心理抚慰，在负担全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
为朱师傅进行了“脊柱后凸截骨轿形植骨
内固定术”及“双侧髋关节置换术”两次手
术，并派出工作人员专门对朱师傅进行心

理疏导。
通过区救助站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的

共同努力，朱师傅的身体疾病得到了很好
的治疗，心理问题也得到了疏导。

11月初，朱师傅在接受“脊柱后凸截
骨轿形植骨内固定术”及“双侧髋关节置换
术”两次手术后，疾病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身体也恢复良好，区救助管理站决定护送
其返乡。

然而，这次护送却异常艰巨，朱师傅只

能站立或平躺，走路非常慢，不能坐轮椅也
无法走阶梯，上下楼梯都需要担架抬，吃饭
喝水需要人喂、大小便需要人照料。

面对这种情况，区救助管理站提前制
定护送预案，增派护送人员，并与医院、铁
路部门提前进行沟通，通过120急救车直
接驶入站台，一路担架结合轮椅转移，沿途
护理其饮食与大小便等措施，肩扛、手抬、
人背齐上阵，终于将朱师傅平平安安地送
回了家乡。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司

案例：

“嫁出去的女儿等于泼出去的水，
她怎么还有资格来分房产？更何况当
初建房时，她还是个小孩，没出过一分
钱！”家住蜀山街道的老陈最近被分割
家产的案子搞得特别心烦。

原来，老陈和李梅花原本是夫妻，
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婚后有了一儿一
女，令人羡慕。1994 年，老陈为户主，
李梅花和儿子、女儿作为共同建房申
请人，在农村建了一幢三间三楼的房
屋。前些年老陈家还办了两桩喜事
儿，儿女陆续成了家。

本应是迎接幸福的晚年生活，然
而近年来，老陈和李梅花常因琐事而
争执不断，最后还闹到离婚的地步。
去年，因调解不成，法院最终判决双方
离婚，之后李梅花回娘家居住，女儿站
在母亲这边；老陈则跟儿子小陈、儿媳
妇生活在农村房里。

年初，老陈家的房子被纳入政府
征迁范围。让老陈没想到的是，前妻
向法院起诉分割自建房，提出女儿也
应有相应的份额。案件中，争议的焦
点在于：建房时未成年、未出资且已经
出嫁的女儿，是否享有农村房屋的财
产份额？

律师说法：

王建军律师事务所的朱俊律师表
示：不可否认，在很多老一辈的萧山人
心中，有个传统观念，那便是嫁出去的
女儿是不能再来拿娘家财产的，特别
是房产，一般都是归儿子所有。那么，
在这起比较典型的分家析产纠纷中，
老陈提出的抗辩理由能否得到法院的
支持呢？

根据《物权法》规定，不动产权属
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
明。因此，若老陈家的房产已经办理
不动产权属证书，可根据证书的内容
判断具体的权利人。若还未办理，又
该如何确定房屋权利人呢？

结合《土地管理法》等规定，农村

村民一户可拥有一处宅基地，并经办
理合法审批手续后予以建房。虽然老
陈是户主，但家庭成员还包括李梅花
和儿子、女儿，且当初也是以四个人名
义共同申请建房。因此，案涉房屋的
权利人应为老陈、李梅花、儿子和女儿
四人共有。

那么，建房时尚未成年、且未出资
情况下是否还享有房屋产权的份额？

房屋建造时，老陈家的女儿仅有5
岁，结合基本生活常理，是不可能参与
出资建造该房屋的。但未出资，并不
代表女儿对该房产便无产权份额。这
是因为，农村建房以户为单位申报，在
确定一户的宅基地使用权面积和房屋
的建筑面积时，一般以该户村民的人
数为主要参考依据。因此，建房用地
审批表上载明的主体，不论是否成年，
均对该房屋享有产权份额。当然，若
涉及房产分割时，应考虑到出资、出力
等因素。

另外，根据《民法总则》第十条的
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
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不
得违背公序良俗。暂且不论老陈所述
的观念是否属于此处“习惯”，但可以
明确的是，要适用习惯的前提便在于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且该习惯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

结合上文所述，很明显，已经出嫁
的女儿本身便是农村房屋的权利人，
因此，除非其明示放弃，否则便享有该
房产的权属份额。

朱律师说，这些年受拆迁等经济
因素的影响，类似于老陈家这样的纠
纷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法庭上，亲人对
簿公堂，场面令人唏嘘。他建议，一方
面，有关部门应积极普及群众生活工
作常用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家庭成
员之间也应彼此多给予爱和关怀，努
力实现“家和万事兴”的美好愿景。

救助站工作人员背朱师傅下火车

医好顽疾护他回家异乡人的萧山故事

文/摄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徐俊 戚天琪

在区救助站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安徽的朱师傅近日已

安全回到了老家，安心休养身体。这背后，有一个感人的

故事——朱师傅今年49岁，今年年初从老家来萧山找工

作，由于身体畸形与强直性脊柱炎等病症同时发作，他摔

倒在萧山街头……

不过，在萧山这座有爱的城市，朱师傅感受到了人间

温暖，虽然没找到工作，但医好了多年的顽疾，近日又被

区救助站安全护送回家。

救助人员一路护送朱师傅

农村出嫁女 能否分娘家自建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