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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弃婴生父母公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
15条的规定，现将弃婴、儿童
情况公告如下，请其生父母或
知情人在公告之日起60天内
前来我中心认领或与我中心
联系，逾期将依法送养和依法
给予收养登记。联系电话∶
82621753。

◇女婴（童）2018年2月
13日出生，2018年2月25日
捡拾于萧山区浦阳镇安家山
桃源大酒店西面路口。

◇女婴（童）2018年8月6
日出生，2018年8月11日捡拾
于萧山区义蓬街道白浪村幼儿
园西100米左右的马路边。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月10日

●遗失杭州排山水产贸易有
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310087519701，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
道总工会工会经费收入专用
收据（国财01602）机打收据2
张，票据号码：1712964801，
1712964802，手写收据3本，
票 据 号 码 ：1006542341-
1006542360，1010675281-
1010675300，1010685781-
101068580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润策贸易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55993801，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月 12日 8∶00-17∶30
停塘上C793线荣新村1#变：
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政村
1组、2组一带；8∶00-17∶30
停梦妮C324线三盈村2#变：
瓜沥镇（坎山片）三盈村1组
一带；6∶00-23∶30 停中院
C110线：全线用户。

1月 13日 8∶35-14∶15
停陈家C327线49#杆开关-
90#陈家C3270开关：新街街
道新塘头村、陈家园村、芝兰
村、杭拖农业装备、梦成塑料
包装、易普乐包装、观春塑料、
观春塑料、萧山华东实业、飞
驰压力机械等一带；8∶35-14
∶15停陈园C841线变电所间
隔 开 关 - 36/03# 杆 陈 园
C8412开关：新街街道新塘头
村、陈家园村、万安村、凌怡布
业、瑞拓金属结构屋面、萧山
新街建一农机厂、恒益筛网、
匡时科技、力合金邦表面技
术、元通钢丸制造、杰盛织带、
萧山新街林法化纤丝加工厂、
昌立机械、昌立机械、安耐建
材、盛鼎塑料机械、益嘉惠实
业等一带；8∶45-18∶45停党
印 A474 线 01# 杆 党 印
A4741 开关：党湾锦绣学府
及三元纺织一带；8∶45-18∶
45停三元A460线 01#杆三
元A4601开关：党湾新生印

染、诚洁环保、三元电子科技
一带；8∶45-18∶45 停庆丰
A459线湾东开永安分线01#
杆永安分线开关：党湾庆丰
村、永安村、梅东村及萧山区
党湾第一小学、中宸纺织、萧
山污水处理一带。

1月 14日 8∶30-16∶30
停拱秀A587线新桥园1#公
变低压出线开关：城厢街道新
桥园及其周边一带；8∶30-12
∶30停航运C120线潘水南苑
3#变3#分支箱：城厢街道潘
水南苑13幢1-2单元及其周
边一带；12∶30-16∶30停航
运C120线潘水南苑7#变2#
分支箱：城厢街道潘水南苑7
幢1-2单元及其周边一带；8∶
45-17∶30停恒天A122线变
电所间隔开关：宁围街道户助
投资、场景科技谷运营管理、
中国电信杭州萧山区分公司、
锦翎置业、中新电力集团萧山
电力承装、兴达市政公用服
务、艾洛益（杭州）材料科技、
上汽万向新能源客车、谷易智
慧交通谷建设发展、恒天面粉
集团、勿忘农种业、潮峰钢构
集团等一带；8∶45-17∶30停
吉达A134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33#杆吉达A1342开关：
宁围街道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国有资产经营、亨德利文化
创意等一带；7∶35-14∶35停
明朗A066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20#杆明朗A0662开关：
瓜沥镇东恩村、群联村、大义
村、如松村及惠纳汽车轴承制
造厂、华拓纺织、康旺鹤鸣纺

织、萧山晓新物资回收、萧山
汝萍纺织、天龙钢瓶、萧山恒
荣纺织、德豪化纤、兴利纺织、
萧山瓜沥建浩化纤织造厂、宁
锐纺织、捷峰源化纤、瓜沥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萧山区第
八高级中学、萧山区第二人民
医院一带；7∶55-14∶35停华
瑞A086线瓜渔开G16瓜航
A086线：瓜沥镇航坞B区、渔
庄村、长巷村及丹仪箱包、萧
宏纺织、越翔科纺整理、城佳
化纤、方天线业、航民物业服
务、航民实业集团、宝丰纺织
整理、中国建设银行杭州市萧
山支行瓜沥办事处、毕仕大纺
织、文明印务、宏恩化纤一带；
8∶05-14∶35停长巷C476线
友谊开G12友新C476线：瓜
沥镇友谊村、低田畈村、徐家
桥及萧山华联通讯器材厂、菲
克针纺、萧山鑫铨包覆丝厂、
韵润化纤、萧山志盛纺织、运
达纺织厂、东杭化纤、萧山瓜
沥渔庄振发布厂、捷宁化纤、
萧山恒华纺织、西番雅纺织、
萧山瓜沥财兴布厂、惠帛纺织
品、萧山恒贤纺织、文明印务、
吉天农业开发一带；9∶00-16
∶30 停江曹 A525 线 75#杆
（江曹A5253开关）：进化镇
欢潭行政村、浦阳镇江西俞行
政村、进化镇人民政府、萧山
江海实业、萧山浦阳江建设开
发、萧山忠民海绵复合材料厂
等一带；8∶30-17∶30停田村
C238 线 161/12# 杆（田 村
C238线长山坞分线开关）：楼
塔镇萧南村一带。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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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托，定于2019年1月22日14时在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
路1069号科技创新中心B楼4层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
中心开标四厅举行拍卖会，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萧山区阳光公园、北山苗圃、育才路北干山隧道北洞口现状绿

化，起拍价202.216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减价拍卖方式。
三、拍卖时间、地点：2019年1月22日14时；杭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开标四厅。
四、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拍品有

意向的法人或自然人。
五、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19年1月21日接受咨询、察

勘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有意竞买者向指定账
户（户名：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农行吴山支行；账号：
19005801040012557）缴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须确保在2019
年1月21日下午15时30分前到账，不计息）。交纳保证金后，凭有

效证件（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报名的还须提
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保证金银行进
账单凭证办理报名竞买手续。

六、报名时间、地点：2019年1月21日（上午9:00-11:30下午
13:00-16:00）萧山区北干街道萧杭路51号萧杭人家（城投集团
12588指挥部2楼会议室）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地址：萧山区市心中路
1069号科技创新中心B楼4层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259号清波商
厦E-305室

联系电话：0571—87701736、18958070668
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yj111.cn www.xszbjyw.com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571-8389906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招标编号:CQPM-20190104拍卖公告

萧山区宁围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工作已开始，现
将安置人员名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
户网站（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
之日起7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反

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655089 82373937

杭州市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
2019年1月10日

萧山区宁围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启 事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楼塔镇泉露家电商行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8年6月1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109MA2CCFDC92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楼塔镇泉露家电商行 2019年1月11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佳祁服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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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月12日 23∶00-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

作：义蓬街道蜜蜂安置区块、义盛街道、义盛村、蜜蜂村、盛
都苑小区、建材厂、翔昊纺织、第四人民医院（三）、建盛化
纤制造、恒通毛纺、荣盛蔬菜、祥丰纱线、义丁化纤厂、三江
购物、德盛宾馆一带；23∶00-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
线操作：义蓬街道星悦湾小区、星盈置业；23∶00-23∶30
停配合主网合义3573线操作：义蓬街道万泰华庭小区、明

意公寓小区、蜜蜂安置区块、义盛街道、义盛农贸市场、明
媚化纤、蜜蜂合作社一带；23∶00-23∶30停配合主网合义
3573线操作：义蓬街道锦盛控股集团。

1月14日 9∶00-17∶30停110kV长征变10kV长一
0060线秋庄分线5#杆-14#杆换杆换线工作(国通)长征变
农场068线60#至87#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第一
农垦场一带；9∶00-17∶30停文伟村5#变低压线路改造
（兴耀）2018年江东片区三联村4#变等0.4KV配电线路及
设备大修工程：大江东河庄街道文伟村一带。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网址∶www.xsnet.cn点击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QQ∶342207994 353610476◆便民热线◆商务资讯◆房产信息◆招聘信息◆浪漫情缘◆拍卖公告◆招标公告◆公告◆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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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
晚潮时间
16:50
17:11
19:08
危险

高潮位
(米)
4.70
4.7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12日
早潮时间
05:20
05:43
07:50

高潮位
(米)
4.50
4.50
4.80

闪光民警

■文/摄 记者郭立宏

如今养狗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不法分子打
起了狗的主意。去年10月，进化镇派出所接到
辖区群众报警，称家中养的狗在家门口被偷，地
上留了一支麻醉针。民警丁炜杰接到报案后第
一时间做了详细记录，并迅速介入调查，调取了
案发现场和周围相关路段的监控视频，终于发
现了一辆可疑的车辆和嫌疑人的身影。

历经半年侦查，丁炜杰和专案组的同事们终
于查清了这个10余人的犯罪团伙的犯罪证据和
落脚点，通过蹲守布控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获，查获1吨多冷冻的死狗肉。

“嫌疑人非常狡猾，经常在一个地方作案后
换到另一个地点，中间的时间间隔和作案距离
隔着较长，因此给办案带来了困难。”丁炜杰说，
这伙嫌疑人毒杀土狗后，有专人统一收购，对毒
狗进行脱毛、剖肚、去内脏等加工处理后集中冷
藏，再安排专人销售至安徽和萧山等地。在抓
获前，他们已销售毒狗肉达6吨。

小案不小视，正是丁炜杰从警四年养成的
好习惯。丁炜杰说，无论大案小案，每一个案件
都要详细记录线索，举一反三推敲案情。正是
这股认真劲儿，让他在过去一年抓获一百多名

违法犯罪嫌疑人。
除了做好日常执法办案，丁炜杰还是所里

的一名法制员，法制员工作是一件比较繁琐的
工作，但丁炜杰借此获得了不少宝贵的办案经
验。为了提高自己的警务技能，丁炜杰一空下
来就翻看自己办过的案件，向老民警请教学习，
同时还积极参与局里组织的各类学习教育和创
先争优活动。他告诉记者，希望自己的努力能
够帮助到更多的老百姓。

小小一封感谢信 满城温暖字间来
丁炜杰：小案不小视 牵出大案件

城管先锋

■文/摄 记者王俞楠

近日，区城管局的每个单位都收到了一本厚
厚的《城管执法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汇
编（2018年更新增补本）》。这本厚达500多页的
书，凝聚着区城管局法制科童冠琴的心血。童冠
琴2012年进入区城管局，先后在城厢中队、局市
容科、局信访受理中心等单位任职。

去年7月，来到法制科4个月的童冠琴接到
了汇编2018年更新增补本的任务。四个月的时
间，既要完成本职工作，又要对2016年7月以后
修正、新增的法律法规一部部地进行收集、梳理，
工作量可想而知。对此，童冠琴毫无怨言，她表
示，汇编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领导和同
事的帮助下也让自己对法律法规有了更多的了
解。

法制科的日常工作往往都是在和各种材料
打交道，认真和细心是工作的基础。而这两个特
质，也是童冠琴“前部门”——信访受理中心的同
事对她评价中提到的最多的词。

“她手里没有出现过差错漏件。”“感觉每次
小童接待的群众来访基本都是满意评价。”“我记
得有一次，小童为了让一个来访的阿姨情绪平静
下来，便一直拉着她谈心，谈了快一上午吧，后来
那位阿姨才不再纠结，回家了。”……面对同事们
的称赞，童冠琴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她一直在向

记者表示这都是应该做的，每个信访受理中心同
事也都是这么在做的。

信访受理中心是信访人与城管中队之间的
沟通桥梁，只有在平时的工作中，对前来咨询、投
诉的群众，以诚相待；对接听的每一个电话，耐心
认真；对每一个信访件，及时交办、登记、反馈，才
能做好“下情上达”的传送带，把群众的意见反馈
出来。童冠琴一直在这么实践者，就像她工作的
座右铭所描述的——“一个岗位就是一份承诺，
一个承诺就是一份责任。”

童冠琴：一个岗位就是一份承诺
■记者李小荣

本报讯 “腊八节，粥飘香”，这个冬季里的节日
已在这几年被萧山做成了“温暖节”。腊八节还没
到，但萧然大地上早就飘起了粥香。各社会公益组
织及爱心单位都在熬粥、送粥，他们不辞辛苦，将一
份份带着浓香的祝福，送给了每个萧山人。

“这两天天气潮湿又寒冷，喝上一碗灵隐寺的腊
八粥真的是暖胃。”金山西苑社区80多岁的老人陈
奶奶感叹道，“社区想得真周到，讨个好兆头，明年猪
年一定有很好的福运。”

像陈奶奶一样收到腊八粥的，还有俊良、银河、
金风、金泰苑、北干一苑、北干二苑、闻江等社区的老
人家们。为了方便老人们及时食用，志愿者们特意
上门送粥。除了送粥，今年，还有不少人加入了熬粥
队伍，将这份香甜的糯粥送给了萧山地区各养老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救助机构的弱势群体。

一碗碗小小的腊八粥，为寒冷的冬天覆上了点
滴春色。如果你还没喝到暖胃又暖心的腊八粥，别
急，这些地方还可以领粥：

1月11日上午9时，万寿桥社区井泉苑小区门口
派200份；

1月11日上午8时，美之园社区门口派粥300
份；

1月11日 14时，中誉新城社区河畔广场派粥
600份；届时还将发放500份对联；

1月11日上午9时，萧然社区萧然人家门口派粥
200份；

1月 11日上午8时 30分，广泽社区门口派粥
200份；

1月11日上午，新成立的社区名望府社区派粥 ，
同时送“福”送春联；

1月11日至12日，商城社区在6个小区设立发
放点，派粥600余份；

1月11日13点，华达社区在社区门口派粥600
份；

1月12日上午9时，江寺社区在社区门口派粥约
200份；

1月12日上午9时，工人路社区在幸福养老院派
粥800份；

1月12日14时，潘水社区门口派粥500份；
1月13日上午8点30分，南晖社区广悦公寓派

粥150份；
1月13日上午7点，泰和社区门口派粥600份；
1月13日上午7时，同舟社区在一分场十字路

口、二分场中心马路、商品房、社区大楼设置4个派发
点，高龄老人由工作人员上门送粥；

1月13日上午8时，四季花城小区门口等地派粥
1200份；

1月13日上午7时，湘湖社区在萧西路845号派
粥2000份；

1月13日上午9时，万寿桥社区在湘湖林语小区
派粥250份。

随着年的脚步临近，年俗活动当然少不了。1月
11日至13日，瓜沥钱塘夜市将举行年俗活动，来自
安昌古镇的扯白糖、松盛酱园酱油，还有各种酱鸭、
香肠、鱼干都将赶场，让场面更加热闹。

1月12日，楼塔将举行第三届腊八节暨首届古
镇定向赛，古镇12个打卡点都会有丰富的活动，有小
吃有游戏，让年味更加浓厚。

有福啦！
万余份暖心腊八粥将在社区派发

■记者项亚琼

“我是不幸的，才11岁病魔就缠上了我，但我又
是幸运的，因为有全校师生和社会上许许多多关心
我的人，你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爱，让我们家在陷入一
筹莫展的时候，给予我们一家这样那样的帮助……”
昨天，本报新闻热线82654321收到了一份用心书写
的信，字里行间表达着感激之情，温暖了这个冬日。

来信的是新街长山小学502班的吴葆晨，她的
病情也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去年10月她被确诊
患上了慢性肾衰竭，医生说，要治好这个病，除了长
期做血透，还有一个办法——换肾。自吴葆晨患重
疾后，尽管父母竭尽全力东拼西凑，但原本不富裕
的家庭已无法承受巨额的治疗费用。她所在的学
校、班级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纷
纷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同学们更是怀着“502班
一个都不能少”的心愿，为吴葆晨筹集治疗费用，想
尽了各种办法。区慈善总会高度重视此事，第一时
间为吴葆晨送去了爱心，还为她开设了专门的捐款
账户。

1月2日，吴葆晨患重病的消息经本报报道后，
引发社会更加广泛的关注，大家纷纷献出爱心。各

级各部门积极行动起来，一场爱心接力在萧然大地
传递开来。截至昨天，区慈善总会已收到捐赠给吴
葆晨的爱心款4.1万余元。

“每次看着她蹒跚着从血透室出来，我都感到揪
心的痛，她那么小，却要承受那么大的痛苦，可我又
不能替她分担，只能默默地为她加油。”吴葆晨爸爸
吴文建说，自从女儿查出重病后，他每天凌晨就会醒
来，查看百度上关于慢性肾衰竭的治疗良方，总想尽
各种办法碰碰运气。有时睡不着就翻翻女儿小时候
的照片，回想她成长的点点滴滴，不禁潸然泪下。“目
前，每周一、三、五的上午，我都会带女儿去医院做血
透，一边做血透一边等待合适的肾源。”吴文建说。

在病魔要把一家人击倒的时候，作为新萧山人
家庭，吴葆晨一家人深深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情：
无论是一起工作的市场经营户，还是素不相识的陌
生人，听闻吴葆晨的病情后，都主动前来献上自己的
捐款，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尽一份爱心。截至目前，吴
葆晨一家已收到爱心款14万余元。“目前，已向医院
预缴了准备换肾的7.5万元相关费用，做血透等治疗
的费用已够，正等待合适的肾源。”吴文建说，要感谢
所有好心人的帮助，捐助的每一笔钱他都记在本子
上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一家都不会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