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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拥有的原浙江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
司、浙江青年莲花发动机有限公司、杭州亚曼发动机有限
公司的相关实物资产。具体包括：1、工业出让土地合计面
积335548平方米，代征土地合计面积13763平方米。2、
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合计建筑面积181310.27平
方米，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棚合计建筑面积约
2560.17平方米。3、汽车、发动机生产设备及附属设备一
批，存货一批。委托人经司法裁定取得拍卖标的，相关不
动产权证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上述实物资产整体为一个标的，起拍价78800万元。
标的位于萧山区杭州江东工业园区青西三路。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8年5月24日14：30；杭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开标三厅。

三、竞买人资格只限于企业法人。
四、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8年5月17日至5月

22日；标的现场展示。
五、报名时间、地点：2018年5月21日至5月23日（上

午9:00—11:30、下午13：30—16：00）；报名地点：杭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 1 楼大厅，联系电话：
15057111018。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及复印件、委托
书等，并缴纳保证金8000万元，保证金不计息。

六、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
山分中心，开户：建设银行杭州萧山支行，账号：3300 1617
0350 5300 0389。保证金不能以现金形式缴纳，必须从竞
买人账户汇出，并于2018年5月23日16:00以前到账。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地址：萧山区振
宁路600号 ，网址：www.xszbjyw.com。杭州市萧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571-83899150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CQPM—20180503

温馨提醒
尊敬的纳税人：因省国税防伪税控系统

升级，5月19日（周六）区市民中心契税窗口

申报缴纳交易业务将暂停一天。请您合理安

排好时间办理，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萧山区地税局

2018年5月17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坤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2月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97308952135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坤宏化纤纺织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5月18日 8∶30-16∶30
停拱秀A587线回澜开（自）
G17回拱A5871线-国土开
G17国拱A5872线：城厢街
道萧山污水处理、萧山区城
市河道管理处、萧山区城厢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煤
炭科学研究总院杭州环保研
究院、新桥头社区、新桥园及
其周边一带；8∶30-17∶30停
海关A586线中医开G13交
警分线：城厢街道阳光休闲
山庄及其周边一带；8∶30-17
∶00停萧百C111线潘水北苑
4#公变35幢分支箱1至3路
分支闸刀、36幢分支箱1至3
路闸刀：城厢街道潘水北苑
35幢、36幢及其周边一带；8
∶30-17∶30停风情C290线
世源开：闻堰街道世外桃源
假日酒店；7∶30-17∶30停姚
家C017线章潘桥村犁头金
1#变A路：蜀山街道章潘桥
村一带；7∶30-17∶30停和平
C209线朱家坛村8#变：新塘
街道朱家坛村一带；7∶30-17

∶30 停草洋 C822 线衙前村
3#变A路、B路：衙前镇衙前
村一带；8∶45-17∶30停丰七
B205线变电所间隔开关-京
港开G11金京B2051线：宁
围街道金色江南、滨江南部
房地产开发等一带；8∶45-12
∶15停民新C744线01#杆民
新C7441开关：党湾建业银
座、镇中村、泊景湾、世安桥
村及党湾镇人民政府、萧山
农村商业银行、思熠洋服饰、
杭刃工具、党湾才良布厂、艺
河服饰、奥展实业、尤金传动
设备、中邦能源科技、荣春制
衣、科光金属制品、和合压延
玻璃等一带；8∶45-12∶15停
爱 华 C752 线 01# 杆 爱 华
C7521开关：党湾松森五金
配件商行等一带；12∶45-17
∶45停永乐A468线04#杆永
乐A4682开关：党湾庆丰村、
永乐村及博杰金属制品厂、
萧山志新轴承、浙江三元纺
织一带；8∶00-17∶30停庆丰
A459线永安村10#变：党湾
永安村3组、5组、新农村一
带 ；8∶00-17∶30 停 长 联

A160线长联村7#变：瓜沥镇
（党山片）长联村18组一带；8
∶00-17∶30停神龙362线龙
虎村22#变：南阳街道龙虎行
政村16组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5月18日 9∶00-17∶30
停 六 围 296 线 186# 杆 至
228#杆线路改造工程（城源）
六围296线线路改造：长达养
殖（二）、围垦指挥部、钱塘江
灌区（一）、萧围工程队（四）、
浙江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配
电、环境卫生管理处、长达养
殖（一）、高运路桥、义蓬仓北
村（围垦）、瓜沥垦种（一）、甘
露五垦、新围工程队（三）、靖
江五垦（二）、新塘欢明羽毛
粉厂、瓜沥镇明朗村、河庄民
主村（围垦）、明朗垦种、义蓬
街道金星村经济联合社、靖
江义南村（围垦）、靖江街道
办事处、水丰养殖、钱江养
殖、头蓬四垦（二）、泉中福水
产合作社、柏洪养殖、义蓬全
民村（围垦）一带；9∶00-17∶
30停 2017年义蓬街道公变

增量布点一期工程（久邦）新
设新益村9#变：义蓬街道新
益村、睿曼隆一带。

●遗失莫国庆、邵烨烨、莫鑫
宇 城 厢 街 道 金 地 天 逸 城
4-2-2601室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代码：233001590145，
号码：00531102，声明作废。
●遗失中晟汇筠（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股
权出质报告书原件，编号为
（萧）股质登记设字（2015）第
109号，出质股权数额为670
万（万股）币种：人民币，出质
人浙江丹蒙服饰有限公司，声
明作废。
●遗失上海佳吉快运有限公
司萧山分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证号：330109002129，
声明作废。
●遗失董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
电工作业，证号：T320821199
302184732，声明作废。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事业、国企、
教师、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天艺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主要开设了创意美术、动漫卡通、
素描，现推出特惠活动∶只要450
元就可以享受8节的专业美术课
程。3周岁以上均可报名参加。
电话∶15068766958（朱老师）

18368526638（李老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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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临浦镇柏山陈社区服务中心地块位于临浦
镇，地块东至兴商路，南至临浦变电所，西至临浦综合农
贸市场，北至苎萝路。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报告已
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指标拟明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8年5月17日
至5月28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浦阳江（临浦）分中
心1楼大厅、临浦镇人民政府宣传栏及杭州市规划局网
站进行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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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77200 联系人：来先生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萧山分局

2018年5月15日

公示说明

地块

临浦镇
柏山陈社区
服务中心地块

地块面积
（平方米）

1379

用地性质

服务设施用地
（R22）

容积
率

≤0.8

建筑
限高

≤6.5

建筑
密度

≤40%

绿地
率

≥15%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
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萧山区蜀山街道崇化路626、
628号房屋3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165.83平方米，起拍价
6.96万元。

标的租赁期自2018年6月1日—2021年5月31日止。
标的起拍价指该标的1年的租金。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8年5月24日9：00；萧山区萧
绍路999号银河商务中心6楼。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8年5月17、18日；标的
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地点：2018年5月22日至5月23日16：
00止；报名地点：萧山区萧绍路999号银河商务中心6楼。
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及复印件、委托书等。交纳拍卖保
证金（不计息）1万元。

五、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浦发银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联系电话：
15057111018。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571-83899150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拍卖公告

原浙江省农场管理局干部周斌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2018年 5月 16日 6时 11分去
世，享年88岁。

周斌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8年5月
18日上午9时在萧山殡仪馆举行，请生前亲朋
好友于5月18日上午8时前在萧山体育中心
东大门候车前往。联系电话：13606630180。

妻：杨香朵 携
子：周汉勇

长女：周欣影
小女：周鷇音

讣 告

泣告 2018年5月17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台仙监控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月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9MA28LANU1E的营业执照副本，及公章、
法人章、财务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声明作废。

杭州台仙监控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7日

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公告

原属于孙曼红个人所有的独资企业杭州山河
服装厂，现整体转让给单剑英，特此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博程汽车修理厂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 1月 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8L5H63B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博程汽车修理厂 2018年5月17日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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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
晚潮时间
23：30
13：20
15：20
危险

高潮位
(米)
5.00
4.8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8日
早潮时间
11:00
1:00
3:10

高潮位
(米)
3.80
5.00
4.80

昨日，记者来到了小南门美食街。
走在这条街上，“噔噔噔噔叮”的弹棉花
声音清脆入耳。陈金仁是小南门美食街
的弹花师傅，从20岁开始弹花，陈金仁
已经走过了50年的弹花生涯。

15年前，陈金仁在小南门美食街
租下了店铺，在这里，一家家住在南门
社区的居民来到陈师傅的店铺，让他
弹出一床床寄托着爱心与温暖的棉被
或铺垫，在悠悠岁月里，弹花师傅守着
一弯弓，手下弹出了数不清的棉被与
铺垫。陈金仁感叹：“在这里度过 15
年了啊，有感情了。”

往前走去，有人忙着搬家，也有人在
联系新的店铺，黎德清则不紧不慢地修
着自行车。

65岁的黎德清是河南人，在小南门
美食街开了一家自行车修理店。店面不
到20平方米，店面的外边用来修车，店
面里边则是他和老伴的生活区，里面唯
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电视，看电视是他
和老伴为数不多的休息方式。对于小南
门的拆迁，黎德清显示出他的朴实善良：

“拆了肯定能造福这里的居民，政策错不
了，我们也祝福小南门明天更美好，拆迁
结束后，我和老伴就要回老家去了。”

“你们能不能给我也拍一张啊，我想
留个纪念。”南门社区的居民宋云香带着
本报摄影记者来到了自家位于小南门美
食街的住宅前。几十年前，宋云香带着
两个孩子来到了萧山，靠着做春卷、菜包

饺，她将一儿一女养大成人，还在南门
社区买下了一套房子。她说，从没想
到，自己的生活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她为自己来到了萧山感到高兴，也为
命运的善待而感恩不已。面对即将拆
迁的住宅，她既高兴又难过，也不时流
露出对未来的渴望：“在这里度过大半
生，小南门要越来越好啊。”

昨日的小南门，有热闹有欢乐，有氤
氲四散的烟火气。未来的小南门，定会
多一份整洁与美好，以最美的姿态重新

在你我面前。无论感慨或是留念，让我
们带着最诚挚的祝福，愿小南门的明天
更加美好。

转眼，又是一年毕业季。即日起，
本报面向读者征集“最美毕业照”，欢迎
读者拨打本报热线
82654321 或关注萧
山 日 报 官 方 微 信
进入后台，分享照
片、诉说故事。

曲未终人未散 小南门的明天会更好
一个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街巷

■记者李小荣通讯员管伟平

本报讯 爱心满满的钩针垫子、小巧
玲珑的小花帽、栩栩如生的亲嘴猪……日
前，太平弄社区开展了“巧手妈妈手工编
织展”活动，各式各样的编织手工得到了
社区居民的喜欢。

在此次活动中，太平弄社区具备手工
制作能力的女性手工艺爱好者均拿出了
自己的得意之作，9个展板中展出了50多
件作品，作品种类包括装饰品、实用物件、
创意挂件等。当多姿多彩、各式各样的编
织作品出现在居民眼中时，不少人发出了

赞美的声音，也有不少人表示想学习这些
老手艺，明年也来参赛。

“大家拿着花儿贴纸投出自己喜欢的
作品。”随着社区工作人员的声音传来，居
民们开始投票。一直遥遥领先的钟美珍，
最终获得了编织作品一等奖。她说，手工
编织的物件充满意义，也能使自己的生活
更加丰富。

“曾经的手织衣物是生活必需品，款
式不一定新潮，但一定厚实温暖。社区老
年人多，我们想给他们带来一份旧时光的
味道，让他们品味这份美好。”社区工作人
员说。

巧手编织连起旧时光

常去小南门美食街的市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如果把白天的小南门美食街比作一个懒于梳

理打扮的家庭妇女，那么，夜晚的小南门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摩登女郎。这几日的小南门美食

街，无论白天或是夜晚，一改往日的喧闹，出现了少有的安静。顾客变少了，店铺招牌卸载了，忙

于生活的店主们，终于有时间在门口悠闲地抽烟聊天。

■文/记者李小荣摄/记者傅展学

小南门的生意人

■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近日，区城管局、区教育局联
合发起的面向全区中小学生的“我当垃圾
分类小使者”主题征集活动火热启动。短
短几天时间，已经有很多小朋友纷纷来
稿，表达自己对垃圾分类的感想与见闻。

来自湘师附小201中队精灵小队的
同学们还利用周末时间，先后前往育才东
苑、高桥住宅区、梦秀公寓、广德小区、旺
角城等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小区垃
圾分类回收情况。

在旺角城小区内，同学们目睹了一位
阿姨提着塑料袋，把几个装酱油和醋的瓶
子放进了废玻璃收集桶，之后同学们又查
看了其他分类垃圾箱的内部，里面的垃圾
基本都是按要求投放的。而在部分小区，
同学们发现垃圾分类投放情况不容乐观，
存在垃圾混放现象。

通过实地调查，同学们不仅了解了小

区内的垃圾分类情况，还采访了小区居
民，了解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看法，一
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存
在分类回收设施不到位、宣传不充分、居
民分类意识不强等问题，在实践中孩子们
学会了观察，变得爱思考善于总结问题。

如果你的孩子想为垃圾分类这一“关
键小事、民生大事”建言献策，那就快快行
动，鼓励孩子参与“我当垃圾分类小使者”
主题征集活动。欢迎你用作文、绘画、摄
影作品等形式投稿。征集的作文题材、形
式不限，字数不超过800字；征集绘画作
品请保留原画，并以照片形式投稿，绘画、
摄影作品围绕主题即可。投稿的作品，请
在标题上用括弧标注（垃圾分类）字样。

另外，本次征集活动的时间截至5月
31日。活动期间，每个中小学生可通过

“萧山城管”微信公众号投稿参与活动。
此次征集活动，将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
名，以及优秀组织学校等。

垃圾分类实地调查
孩子们争做文明小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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