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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绘赋装饰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677855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义桥镇韩磊
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部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100980249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宁富汽配厂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100289613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泰能塑料机械厂
旧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陈连珠浙江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代码：31301，号
码：1656592870，声明遗失。

漂亮传统女士征婚
我小姐妹：女 53岁，离

异，1.60米，本科，自营公司，
有房有车，肤白貌美，传统贤
慧，觅工作稳定，无不良嗜好
的男士为伴。联系电话：
18357142099转。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11 月 12 日 9∶00-17∶

30停杭州大江东新湾村3#
变、新湾街道4#、17#变低压
台区改造工程（城北）新湾街
道3#变低压改造：新湾街道
一带；9∶00-17∶30停义蓬街
道春雷村2#变、长红村15#
变等台区增量布点工程（久
邦）新设春雷村 2#变：春雷
村、宏伟钢结构；9∶00-17∶
30 停白浪变金浪A52 线间
隔至金浪A52 线 1#杆电缆

中间开断，对接移位，中间接
制作，试验搭接等工作（国
通）地铁 7号线义蓬站迁改
一期工程：义蓬街道一带；7
∶30-17∶30停河庄变四医
0359 线间隔至第四人民医
院电缆中间开断，对接移位
中间接制作试验等工作（国
通）地铁7号线靖义区间2#
风井车站迁改一期工程：义
蓬 街 道 大 江 东 医 院 ；9∶
00-17∶30 停 10kV 金凌站
9#间隔可卫分线进线电缆更
换及配变增量工程：大江东
可悦卫生用品。

启 事

浪漫情缘

位于市心广场D座1022号2-3层约1600平方米经营
场地出租，要求承租人在市心广场经营许可范围的前提下，
允许经营初高中学习培训、办公、超市、健身、瑜伽、电子产品
等行业。现接受预报名，报名时间：2018年10月30日至11
月5日，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82623252、82651703，
报名地址：市心南路40号华联商厦7楼资产管理科一科。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房产招租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新塘前塘羽绒设备厂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 督 管 理 局 2010 年 8 月 25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181600509224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新塘前塘羽绒设备厂 2018年11月9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市滨江区小洪洪小吃店遗失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6月7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8MA2CCBBA99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市滨江区小洪洪小吃店 2018年11月9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风旅行社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

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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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受委托，定于2018年10月16日14时30分在萧山区
金城路471号帝凯大厦1幢1单元801室拍卖厅举行拍卖
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及起拍价：萧山区城厢街道文化路125号（现
门牌号141、142号）1层房屋，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租
期5年，租金1年一付。标的经营范围仅限女装。年租金
起拍价为13.5万元，保证金为1万元。采用有保留价的增
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二、咨询、报名及相关事项：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5
日15时止接受报名、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资料。标的展
示在现场，有意者向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交纳保证
金（账号：201000011229248 户行：浙江萧山农商银行
城厢支行），后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保证金（不
计息）须在2018年10月15日15时前到达账户。

三、未尽事宜来人来电咨询。报名地址：萧山区金城路
471号帝凯大厦1-1-801室，电话：82816862、82729929、
82717700。网址：www.hzxrpm.com（萧然拍卖)。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9日

拍卖公告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1月9日
晚潮时间
17:00
18:10
19:00
危险

高潮位
(米)

5.10
4.80
4.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10日
早潮时间
5:10
6:50
7:40

高潮位
(米)

4.70
4.60
4.60

便民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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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代办厂房土地转让
过户手续，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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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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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肿瘤中心和寿仙谷签署第三代
去壁灵芝孢子粉增强免疫合作协议

2018中美中医药国际合作论坛在洛杉矶成功举行

近日，2018中美中医药国际合作论坛在洛杉矶
成功举行。论坛由中国中药协会、北京精诚中医药
国际服务中心、美国保健品医药协会共同主办。

北京大学医学部、国际灵芝研究学会主席林志
彬教授、中国中药协会国际交流合作中心黄琳主任、
原美国FDA官员、美国保健品医药协会创会会长徐

孝陵，美国保健品医药协会任丽萍会长等专家和领
导出席会议。

寿仙谷药业、北京同仁堂等企业代表，就中医药
如何服务中美民众健康、如何加强中美两国企业和
科研教育机构合作、以及中药产品的药理和临床研
究、中药的国际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交流。

美国希望之城国家肿瘤中心和寿仙谷签署第三代去壁灵芝孢子粉增强免疫合作协议

James Allison和TasukuHonjo两位专家，在
免疫疗法上的突破，为癌症治疗带来新的曙光。通过
控制免疫系统的一些关键开关，激活免疫，让免疫系
统去解决癌细胞。强化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是对抗肿
瘤的根本武器，这和传统医学中“扶正培本”的思路不
谋而合。

如今，中医药的智慧，已经被180多个国家和地
区赞赏，其中也包括美国。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博
士在本次论坛中指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甚
至奥林匹克运动员也使用中医药，中医药在美国立法
上也不断获得突破。2010年，灵芝、青蒿等5味中药
成为首批进入美国国家药典的中药。

美国保健品医药协会任丽萍会长指出，传统的肿
瘤治疗是手术+放疗+化疗，它们都是以杀伤肿瘤细
胞为主要目标，影响人体免疫系统，造成免疫抑制，其
后果就是各种副反应，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
率。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中医药在提高机体免疫功
能、减轻放化疗副作用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传
统肿瘤治疗结合中医药扶正治疗，有利于改善病人的
生活质量和远期生存率。

在中国中药协会、美国保健品医药协会的牵头
下，寿仙谷药业与美国希望之城国家肿瘤中心（City
of hope）、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签署
了“寿仙谷去壁灵芝孢子粉调节免疫、抑制肿瘤研究”

合作协议。研究将从多个层次评价灵芝孢子粉在免
疫调节和肿瘤抑制方面的功效，将按美国FDA的标
准和指南，对寿仙谷灵芝孢子粉的安全性、有效性和
质量进行全面评价，也可为寿仙谷灵芝孢子粉进入美
国市场提供严谨、科学的数据支撑。

据了解，美国希望之城国家肿瘤中心（City of
hope）是美国一所顶尖的非盈利研究和治疗中心，专
注于癌症、糖尿病和其它危及生命的疾病。该医疗中
心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指定的40所癌症综合中心
之一，被列为“美国最佳癌症和泌尿科医院”之一。

寿仙谷已经开展18项关于去壁灵芝孢子粉的药理及临床研究

美国希望之城国家肿瘤中心和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选择与寿仙谷开展科研合作，除了对灵芝
及灵芝孢子粉的认可，更重要的，还是对寿仙谷科研
实力的肯定。

作为灵芝国际标准制定承担单位，寿仙谷药业
经过近40年的科研积累，建立起省级优秀院士专家
工作站。目前工作站由孙燕、李玉、黄璐琦3位院士
领衔，有创新团队20余人，配套研发团队80余人。
企业也与北京大学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浙江大学、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法国欧洲精准医
疗中心等国内外一流科研机构，联合开展了一系列
灵芝孢子粉药理及临床研究。

研究证实，第三代去壁灵芝孢子粉，不仅能提高
由肿瘤引起的免疫下降，对化疗药物引起的免疫下

降等症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还可以减轻化疗引起
的严重骨髓抑制，改善化疗患者的体力状态。

正因为第三代去壁灵芝孢子粉在联合治疗肿
瘤，调节免疫力上的突出作用，2018年4月，《寿仙谷
第三代去壁灵芝孢子粉对恶性肿瘤患者干预治疗的
临床疗效研究》项目，荣获第4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金奖。

2018中美中医药国际合作论坛召开期间，“中
国中药协会中药（保健品）国际多中心合作平台美国
合作中心”宣告成立，与会专家、企业家及相关代表
纷纷表示，本次会议让中美中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更加务实，各方资源融合更加顺畅，对于推动中医药
的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钱奕飞

（图片来源：寿仙谷药业李明焱董事长与美国希望之城国家肿
瘤中心代表签署合作协议）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萧公宣

本报讯 女子因患中度抑郁症
割腕自杀，接到其男友报警后，民警
俞超杰以最快速度赶到救下轻生女
子。让俞超杰没想到的是，对方竟
哭着抱着自己求安慰，久久不愿松
开……这是一个“治愈系”的拥抱，
经过民警送医路上的耐心劝解和安
慰，她又重拾生活的信心。

罗飞（化名）刚刚回到老家济
南，女友郑娜（化名）就要求视频聊
天，可没一会儿她直接拿刀划手腕，
罗飞赶紧报警。11月2日晚7时，
钱江世纪城派出所接到求助后，值
班民警俞超杰带队紧急出动，以最
快速度到达报警人提供的地址。

因报警人无法说清具体楼幢
号，只记得女友租住的楼层和房门
号，俞超杰经过现场紧张询问调查，
终于掌握确切位置。一路飞奔上
楼，郑娜的房门紧锁，敲门呼喊均无
应答。

俞超杰当机立断破门而入，发

现郑娜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身边放
着空红酒瓶，左手手腕处有划伤的
痕迹。

俞超杰即刻将其抱下楼，坐上
警车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过医生
详细检查包扎伤口后，确认郑娜并
无大碍，只是醉酒。

抱着郑娜一路奔跑，俞超杰全
身几乎都被汗水打湿，在护送其回
派出所的路上，还不等片刻喘息的
他又当起了“知心大哥”。

“他们都不要我了……”回所路
上郑娜一直紧抓俞超杰的手哭诉，
男朋友刚刚提出分手，而自己患有
中度抑郁症，觉得没有人关心她，连
家人也数落她。郑娜还告诉民警，
自己曾自杀过，但像这次一样，刀太
钝了没有成功……

讲着讲着，郑娜一度情绪失控，
把头靠在俞超杰肩膀上放声大哭，
俞超杰一路上耐心劝解，郑娜也在
俞超杰开导下情绪逐渐稳定。回到
派出所，俞超杰联系上郑娜家人，让
他们过来接回了郑娜。

立冬开始，来自北方的候鸟飞到湘湖过冬，成为一道别样风景线。 首席记者范方斌 通讯员 陈涛 摄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陈关忠

本报讯 “便民服务进社区，公
益奉献暖人心。”近日，萧山区百家
百店公益服务中心组织20名有一
技之长的志愿者，在瓜沥镇群益村
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公益活动，此
次活动为系列活动的第一站。

本次便民服务项目有法律咨
询、交通事故咨询、运动健身指导、
推拿按摩、手机维修贴膜、测量血
压、理发等。现场人潮涌动，推拿按
摩摊位前来按摩的大伯、大妈络绎

不绝，盲人推拿师朱师傅娴熟的手
法，让不少大伯大妈连连称赞。理
发摊位前更是排起了长队，4位理
发小哥从活动开始就没停过，不少
市民理了新发型后精神焕发，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临走时，不少村民表示希望以
后经常能有这样的公益服务，足不
出户就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便利。今
后“百家百店便民服务”系列公益活
动将联合村、社区外更多社会公益
资源，走进村、社区，为百姓提供更
多服务。

冷空气杀到 彻底把萧山带入深秋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秋天的雨，总是那么阴冷萧
瑟，尤其当这场雨没完没了的时候。昨天
上午，雨也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无地闹腾
着，下午开始逐渐雨止，气温受雨水和冷
空气打压，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3℃左右。

今天阳光会短暂回归，最高温度又会
有所回升，在17℃左右，但由于冷空气的
影响，最低温预计只有9℃，早起的小伙
伴们出门可要注意保暖。

另外，今天早晨局部还会有雾，请大
家注意交通安全；双休日可能又有雨水光
临，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0℃—15℃，最
高气温18℃—19℃。

按照我区的气候规律，从10月10日
到11月5日前后是仲秋时节。从11月6
日到11月 27日前后，就进入到深秋时
节。也就是说，2018年的深秋已经开始
了。不知道为什么，“深秋”这个名字，感
觉比“仲秋”“初秋”来得更诗情画意。仿
佛一说秋天，人们第一直觉联想到的总会

是五彩斑斓的深秋季，秋天总是要过到深
处，才最具韵味。

我区一般到11月28日前后，气象意
义上的冬季就开始了。季节的变化，有时
候觉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让人等得心
焦；但似乎又是在一夜之间，忽然热了或
是忽然冷了，似乎被人推着往前跳了一大
步。就好像之前，还在说秋意不那么明
显，但一场场秋雨下来，几股冷空气一来，
某天你就会发现早上起床是件越来越“艰
难”的事情，冬天已经“兵临城下”。

便民服务活动走进瓜沥镇群益村

民警救下轻生女 让她重拾生活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