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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民警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工业厂房出租
现有新塘五联村工业厂

房出租，面积1320平方米，层
高12米，配有10吨衡车，联
系电话：15067167883，价格
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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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6日出生，2017年 10月
27日捡拾于萧山区河上镇溪
头村大溪路357号。

◇女婴（童）2015年8月
15日出生，2015年8月15日
捡拾于萧山区新塘街道五联
村玉龙公园。

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8年12月29日

●遗失施静波2007年12月
6日—2027年12月6日身份
证，证号：330107197403020
929，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航凯布业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40185301，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3日 9∶30-17∶30
停头镇0306线110-113#杆
架空线上改下，电缆头制作，
试验，搭接等工作(国通)河景
路（规划滨江二路-梅林大
道）新建工程涉及电力线路
迁改一期工程：新湾街道全

民村、仓北村、南沙运输、伟
忠食用菌、极威减速机、金灿
机械、中南土木（六）一带；9∶
00-17∶30停10kV头镇306
线金灿分线换线工作（久邦）
启 江 变 头 镇 306 线 70 至
109#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
工程：头蓬街道仓北村、金灿
机械一带；9∶00 -17∶30停前
进街道8#变、梅林村3#变增
量工程（城北）新设欧变：新
湾街道梅林村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3日 9∶30-10∶30
停惠一A117线变电所间隔
开关：北干街道蓝爵国际、金
地德圣中心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惠五A110线
恒园Ⅰ开G17开发区小学：
北干街道开发区小学及其周
边一带；8∶30-17∶30停万盛
C265线：所前镇金临湖村、来
苏周村、超平机电、尚研机械
制造、舒港纺织、万科机械、
祥邦科技股份；8∶30-17∶30

停塘下C266线：所前镇来苏
周村、润叠纺织、润洲纺织、
赛富特设备、萧山万利电镀
五金制钉厂、环强再生资源
开发集团；8∶30-17∶30停恒
福 C244 线：所前镇恒福纺
织、佳艺纺织、开元之江清洗
连锁、旭嘉服饰、浙江泓纬；7
∶30-17∶30停裘江A605线
裘江新村1#变：新塘街道裘
江新村一带；8∶35-16∶30停
惠三A113线惠三开G14惠
成分线：宁围街道大成名座、
广东中奥物业管理萧山分公
司等一带；7∶30-17∶30停荣
新C791线荣新村6#变：瓜沥
镇（坎山片）荣新行政村3组
一带；8∶30-17∶30 停清潭
A547线40#杆（欢潭开兰头
角分线开关）：进化镇岳联
村、汉普塑料制品、奇化塑胶
五金厂、桑腾电气科技、森乐
士科技、进化镇人民政府（浦
阳江兰头角照明）、萧山路桥
工程处、龙业管业、明达铜
业、万鑫军联管业、实丰管业
等一带。

启 事

公 告

房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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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2日
晚潮时间
19:20
20:50
22:00
危险

高潮位
(米)

5.50
5.50
5.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3日
早潮时间
09:00
10:20
11:10

高潮位
(米)

5.40
5.40
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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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9日

萧山区宁围街道城中村改造部分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1、资格要求：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或符合浙
财采监【2013】24号《关于规范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设定及
资格审查的通知》第六条规定、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预算金额：320万元
3、报名地址：浙江华域高宇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处

（萧山区宁围街道望京商务中心3幢1单元901室）。
4、联系人及电话：陈先生，0571—22816663。
5、公告时间：2019年1月2日-2019年1 月3日
报名时间：2019年1月4日-2019年1月7 日（9∶00—

16∶00）
6、所需资料：营业执照、五级及以上承装（修，试）电力设

施许可证复印件、投标人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及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招标人：杭州万众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杭州干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医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钜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应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因您拖延支付租金超过1个月，现我司特通知
您：您与我司签订的蓝爵国际中心房屋的《盛元·蓝
爵国际中心租赁合同》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解除，我
司将另行出租该房屋。请您于公告后3日内腾空
该房屋交还我司并结清拖欠的租金、物业费等，我
司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您责任的权利。

杭州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日

杭州万众置业有限公司充电桩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解除租赁合同通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中洲塑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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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低效用地的再开发，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杭州
宇龙线业有限公司拟将位于萧山区瓜沥镇永联村（东至杭
州华迪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南至杭州锦邦绣品有限公司，
西至河道，北至建设四路）工业地块上的建筑物使用功能
临时改变为医疗养老功能。该地块临时改变建筑物使用
功能规划技术论证报告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现将相
关论证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为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月12日，如有
意见请于1月12日前来电或书面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局萧山
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如

需申请听证，请在公示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请。
杭州市规划局萧山分局电话：83502107
杭州市规划局萧山分局瓜沥规划所地址：瓜沥镇政通

路100号办事服务分中心2楼
邮编：311241
建设单位电话：13958065206
杭州市规划局网站：http://www.hzplanning.gov.cn/
（注：如果对公示内容有不明确的，请向建设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局（杭州市测绘与地理信息局）萧山分局

2019年1月2日

公
示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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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郑刚

本报讯 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
假，特别是2018年12月30日上午，北
干街道、蜀山街道、城厢街道、新塘街
道及宁围街道的用户反映多层住宅的
5楼、6楼停水情况较多。

记者联系区环境集团供水公司获
悉，2018年12月29日晚上10点，蜀
山街道自来水DN2200原水管线迁改
割接工程开始实施。这根水管主要承
担城区第一水厂、第二水厂和第三水
厂的原水输送任务，它的停水迁改直
接造成三个水厂原水供应不足。

区环境集团供水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原水管线迁改施工期间，城
区、东片地区及大江东地区的水质、水
压受到一定影响，特别是城区、新街、瓜
沥、南阳、红垦、红山区域的供水压力下
降明显。

在最终施工方案报区政府同意后，
区供水公司通过“萧山供水”官微及媒

体向社会发布公告，提醒大家提前做好
储水准备，还采取上门张贴供水公告、
设立临时取水点等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区道路、地铁等城
市建设的快速推进，供水管线的迁改
割接工程较为频繁，这次大口径原水
管线施工影响到整个萧山区。为保证
在计划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多支具
有管线施工经验的施工队克服恶劣天
气影响，24小时不间断施工。

施工期间，96390萧水热线也全
员加班加点，积极回复用户的咨询。
同时，区供水公司向南片水厂和江东
水厂调水，启动湘湖备用水源，并加强
水质监测，水质分析人员增加取样点，
24小时跟踪水质情况，使全区水质未
受本次施工的影响。

从2018年12月29日晚上开始，
经过一天两夜，原水管线迁改割接工
程比预定时间提前8小时完成，2018
年12月31日早上6点半全面恢复正
常供水。

■首席记者 周颖

所前派出所户籍民警兼内勤张
琳，是萧山警营里一朵扎根在基层派
出所的“铿锵玫瑰”。2005年从警校
毕业分配至所前派出所，一干就是14
个年头，她热情接待每一位办事群众，
耐心解释每一个户籍咨询，认真办理
每一份证件。

去年7月，辖区内一位大伯来到
窗口称要办理立户。张琳在了解情况
后，告知大伯虽然符合立户条件，但还
需提供另一方的合法房产证明。大伯
说，原本就是因为关系不好才来派出
所办理立户，现在还要问对方去拿合
法房产证明，实在有点为难。

见此情形，张琳立即向分局双基
大队汇报，经过商榷后决定由张琳到
镇村调取另一方的合法房产证明。第
二天，张琳便前往大伯所在村委，在村
干部的带领下实地走访了大伯及其同
户人员的房屋，调取了另一方的房屋
宅基地调查表，并联系镇村建办，通过
查询最新测量图对另一方的房屋合法
性进行了确认。当天下午，派出所为
大伯办好立户业务时，大伯激动地拉
着张琳的手连连称谢。

自“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张琳
努力让群众“只需问一次，最多跑一
次”。在她看来，户籍室是派出所联系

群众的桥梁，做好工作有利于构建和
谐警民关系。为此，她始终把“群众满
意”作为自己的工作标准，想群众所
想，急群众所急，多次上门为年老身残
的群众办理身份证。在最多跑一次工
作中，她以身作则，带头做好窗口服务
工作，只要群众有困难提要求，她都会
及时安排上门。在区公安分局开展的
几次回访中，无论是满意率还是知晓
率均名列前茅。

作为一名派出所户籍内勤民警，
没有社区民警清查摸排的艰辛劳苦，
也没有破获重大案件时的掌声欢呼，
但张琳用十几年如一日的真诚和温
暖，赢得了办事群众的满意和称赞。

原水管线迁改“大工程”
比预定时间提前8小时完成

张琳：小小户籍窗口暖了群众心

文/记者 项亚琼 李小荣
摄/记者 傅展学

本报讯 几个月前，会跑能跳、爱唱
爱笑的女孩吴葆晨还和同学们在校园里
上课、玩耍，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使
她卧病在床，远离了校园生活……

吴葆晨是新街长山小学502班的一
名学生，福建漳州人。还是在吴葆晨读幼
儿园的时候，一家人来到了萧山，吴葆晨
的爸爸妈妈租了萧山农产品批发市场的
一个摊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

吴葆晨一直是爸爸妈妈眼中的乖乖
女，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好朋
友。她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异。作为学
校校训队的一员，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区田
径运动会，为校争光。

就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热情温暖的
女孩，在2018年10月，被检查确诊为慢
性肾衰竭。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一
家人一时无法接受。在吴葆晨住院期间，
医生曾告诉她的爸爸妈妈，慢性肾衰竭除
了长期做血透，还有一个办法——换肾。

“住院的20多天时间里，我们辗转多
家医院，花了10多万元医药费。”吴葆晨
的爸爸吴文建告诉记者，自去年10月初
女儿身体不适在区中医院就医后，又辗转
省儿保滨江院区、省儿保湖滨院区。

记者了解到，早在吴葆晨生病之前，
这个家庭就已经负债累累——2017年5
月，吴葆晨的奶奶因呼吸困难住院，被诊
断为心脏病，并实行了心脏搭桥手术，手
术花费4万多元；同年下半年，老人又被
查出患有肺癌。2018年上半年，吴葆晨
的爷爷查出患有结肠癌，刚刚动过手术。

万万没想到，吴葆晨又患上了重病，
而之前为给两位老人治病，这个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已经捉襟见肘了。

目前，吴葆晨在家养病，但每周需要
做3次血透，加上后续的换肾与治疗费
用，压得吴文建有些透不过气来。除了要
照顾小葆晨，还要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和一
个小女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文建几度
哽咽。不过，社会各界的关爱给了这个不
幸的家庭前行的动力，得知小葆晨一家的
遭遇后，社会各界爱心涌动：

小葆晨所在的长山小学率先行动起
来，全体师生发起爱心捐款，为吴葆晨带
去了9.6万余元善款；区教育局的工作人

员去看望了小葆晨，并送上了5000元慰
问金；区慈善总会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为帮助吴葆晨，2018年12月27日，
临浦镇东藩幼儿园还将300多个孩子收
集的玩具进行义卖，不到一个小时便筹集
善款8185.2元。

吴文建说，正是大家的爱心让他们一
家面对困难仍充满信心和斗志，特别是小
葆晨对生命充满了渴望，她正坚强地与病
魔做斗争，每天吃药数次，每周都要做透
析，小小年纪要承受那么多痛苦，却像从
前一样乐观向上。

如果你愿意帮助吴葆晨一家，可通过
区慈善总会定向捐助——

账户名称：杭州市萧山区慈善总会
（善款资助资金专户）；

账号：201000135316373；开户银行：
萧山农商银行营业部。

（捐赠请务必备注：定向捐赠吴葆晨）

少女患重病缺钱医治 父亲含泪求助
伸出你的手 快来帮一把这个苦命的家庭

吴葆晨(左二）与家人在一起

小葆晨在测血压小葆晨在测血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