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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患重病缺钱医治 父亲含泪求助》后续

爱心接力 一起帮吴葆晨渡难关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4日 8∶30-16∶30
停惠六A127线惠六开（自）
G12惠秀分线：北干街道青
秀城、湖滨花园及其周边一
带 ；8∶30- 16∶30 停 湘 五
C523线旺角I开（自）G17城
区建设：城厢街道萧山城区
建设及其周边一带；8∶30-13
∶30停裘江A605线36#杆后
段线路：新塘街道裘江新村、
一都孙村、前塘社区、畈里童
社区、飞鹿摩擦材料、萧山新
塘街道一都孙村经济合作
社、萧山新塘新超羽绒制品
加工厂；8∶30-13∶30停大通
C215线大通开通塘C215线
01#杆后段线路：新塘街道塘
里陈社区、一都孙村、恒镕印
刷包装、华元拆房、建宇制

衣、金丝源时装、瑞格特绣
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
局交通警察大队、萧山区市
政园林公用事业管理处、唯
可曼家居布艺、伟成物业服
务、翔隆羽绒、萧列家食品、
萧山城厢供热、萧山国民羽
绒厂、萧山鸿雅羽绒制品、萧
山金亚羽绒、萧山污水处理、
萧山新塘羽绒、萧山新欣羽
绒制品、萧山瀚洋羽绒、新峰
羽毛、中铁三局集团杭长铁
路客运专线浙江段项目经理
部 ；8∶30- 13∶30 停 霞 东
C216线霞东开东江C216线
01#杆后段线路：新塘街道塘
里陈社区、一都孙村、浙东行
政村、畈里童社区、华隆羽绒
制品、萧山区人民政府新塘
街道办事处、萧山区新塘街
道塘里陈社区经济联合社、

萧山山峰羽绒厂、萧山区新
塘小学、万叠服装；8∶40左右
短时停电停海洋C124线相
季开G17相海分线：闻堰街
道老虎洞村、跨湖桥景区建
设管理、湘湖逍遥庄园、湘湖
旅游度假区经营管理；15∶30
左右短时停电停萧湖C449
线：闻堰街道湘湖旅游度假
区投资发展（金融小镇）、杭
州萧山供水、德浩实业、萧山
污水处理、国际机场、蜀山街
道萧山预备役57高炮营；8∶
35-17∶30停华丰C622线华
丰开G17永和房产：新街街
道永和房地产开发等一带；8
∶45-15∶45停众力C933线
33#杆众力C9332开关-80#
杆众力C9333开关：瓜沥镇
群益村及宝利来实业、华申
镜业、威利佳卫浴、伊利康卫

浴、萧山区河道管理处、绍兴
县丰产针纺、奥洁实业、镜辉
镜业、雅格莱门业一带；7∶
35-14∶35停名二A067线变
电所间隔开关：瓜沥镇名港
城二期及明华置业一期；7∶
30-17∶30停荣新C791线荣
新村7#变：瓜沥镇（坎山片）
荣新行政村6组一带；8∶30-
17∶30 停田村 C238 线 161/
19#杆（田村C238线长山坞
分线开关）：楼塔镇萧南村一
带 ；8∶30- 15∶30 停 尖 山
A538线16#杆（尖山A5382
开关）-32#(尖山 A5383 开
关)：浦阳镇尖山村、谢家村、
中国石油天然气浙江杭州萧
山分公司、浦净保洁、浦阳江
谢家照明、山连鞋业、能邦塑
胶、贝乐机械制造、萧山伟达
鞋厂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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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 9∶30-17∶30停文伟村8#变低压线
路改造（国通）河庄街道三联村4#变、文伟村8#变
台区改造工程：河庄街道一带；9∶30-17∶30停
10kV头镇0306线70#杆至公寓分线05#杆、公寓
分线02#杆至02/03#杆更换导线，过电压保护安

恙等工作（久邦）启江变头镇306线70至109#杆
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工程：头蓬街道东江公寓、仓
北村、电信股份、义蓬街道办事处（一）、和平纺纱、
江东花边服饰（二）、圣创铝压机械、尚杰建筑材料
一带。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专科专业：人力资源管理、会计、金融管理、工商企业
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物流管理方向）、社会工作、药学、安
全技术与管理；

本科专业：法学、药学、会计学、金融学、保险学、财政
学、传播学、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工程管理、物流管理、安
全工程、社会工作、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
际经济与贸易、公共事业管理、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械设计制
造及自动化等。

详细地址：萧山区蜀山街道沈家里路216号杭州电大
湘湖分院（萧山人才市场对面）

咨 询 电 话 ：82665719 82886532 18167186218
QQ：88165011

学校网址：www.hzrtvu.edu.cn

中国人民大学网络教育杭州学习中心（萧山）
华东理工大学网络教育杭州学习中心（萧山）本、专科招生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増价拍卖方式对下述房屋
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保证金：
标的1：乐园路44号商铺，面积约30平方米，起拍价

为2.2万元，拍卖保证金1万元，详见杭萧审资评报字
【2018】第0076号评估报告。

标的2：大弄路、体育路一层商铺，面积约1005.13平
方米，起拍价为222万元，拍卖保证金30万元，详见杭萧
永评【2018】第088号评估报告。

标的3：临浦劳动路办公楼及配套用房（有3幢楼），面
积约2565.29平方米，起拍价为40万元，拍卖保证金5万
元，详见杭萧永评【2018】第087号评估报告。

上述拍卖标的的面积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现状为
准；标的2、3无房产证；三个标的的经营范围都须符合国
家政策、地方法规及环评要求，均不得从事住宿、餐饮类
项目（其中标的3原则上仅用于商务办公及配套服务）；三
个标的租赁期限均为5年（2019年3月1日-2024年2月
29日），标的使用权移交时间以委托方界定为准；拍卖成
交价为第1年租金，租金按实际成交价每年上浮3%，租金
1年一付，先付后用；房屋租赁具体条款和相关事宜以成
交后买受人与委托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
2019年1月10日13时30分；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萧山分中心（萧山区振宁路600号）开标三厅。
三、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均可

报名参加竞买。
四、标的物咨询展示：
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月9日接受咨询、察勘标

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
五、拍卖保证金交纳：
拍卖保证金请汇入（户名：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
行）。保证金须确保在2019年1月9日下午15时30分前
到达指定账户（保证金不计息）。

六、报名时间、地点：
2019年1月8日、1月9日（9∶00-11∶30、13∶00-16∶

00）在萧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市心南路133号）。
七、报名手续：
报名时：企业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件；自然人凭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同
时提交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
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
件，未尽事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网址：www.

xszbjyw.com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招标编号：CQPM-20190101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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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前
博奥中心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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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早潮时间
09:00
10:20
11:10

高潮位
(米)
5.40
5.40
5.30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曹涵翎

本报讯“年会前，他们给我准备的
讲稿太煽情，我怕讲不出来，所以自己准
备了一份。”阳光爱心十周年晚会之前，
负责人萧洒表示，今年的年会一样，又不
一样，一样是费用AA制，服务、安保、主
持、节目、物资贡献都由志愿者自己上；
不一样是不知不觉走过十年，志愿者规
模已达5500余人，项目更广、筹款更多，
这是阳光爱心的一年回顾，也是公益力
量十年的聚会。

十年前，4个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创
立了阳光爱心，那时，谁也没敢想星星之

火在十年间能引来5000多名志同道合
的“热心肠”。

十年来，阳光爱心助学的脚步不停，
跋山涉水，从浙江的磐安、丽水、兰溪、江
山等地再到四川、贵州、新疆。十年来，
阳光爱心救人于急难的心没有变，助老、
助困、做义工不在话下。“四季温暖”“四
季花香”“四季平安”……十年来，阳光爱
心的公益行动不胜枚举，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始终与需要帮助的人心连心。

“十年公益路，阳光爱心受到了许多
人的帮助……”阳光爱心十周年年会的
现场，志愿者们说，阳光爱心要感谢的人
很多，仅年会涌现出来的爱心商家就有

近30家。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出资出
物，都让阳光爱心的志愿者和受助人倍
感温暖。

未来的路怎么走？从十周年的年会
开始！大会颁发了优秀管理员、星级志
愿者、爱心企业、特殊贡献奖等奖项来勉
励志愿者和爱心企业，同时现场拍卖钱
塘江石材市场捐赠的艺术品、周天元大
师的书画作品，募得爱心款项 69800
元，将全部用于阳光爱心新一年的公益
项目。“太好了，有了这笔爱心款，明年我
们能更快给孩子们筹集过冬衣物、给困
难户救助。”志愿者们翻新着爱心款的数
字，激动不已。

阳光爱心十年凝聚5500人 年会筹款69800元

■首席记者周颖通讯员吕金红

本报讯 又是一年岁末年关，去年12
月，百户特困家庭收到了“恒逸慈善基金”
8000元/户的资助金，让家境困难的百姓
也能热热闹闹过个年，让他们在隆冬季节
感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温暖。这也标
志着，区慈善总会2018年推出的二十多
个慈善项目已经顺利收官。

都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
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家住宁围街道
的洪大妈今年63岁，因类风湿性关节炎
瘫痪二十多年来了，被评定了肢体二级
残疾。

无法下床活动的她，平常的生活全靠
老伴照顾。祸不单行，去年11月她老伴
被确诊为胃癌和胰腺癌，花去了十余万元
的手术费后正在接受化疗。在他们最困
难的时候，区慈善总会和恒逸集团伸出了

援手，送去了温暖。
无独有偶，凌师傅一家也是因病致

贫。家中两个儿子都是听力残疾，凌师傅
的妻子因病去世。前不久，凌师傅又被确
诊为癌症，生活异常艰苦。如今，在政府
和社会的关怀下，至少让凌师傅一家能度
过年关了。

在“恒逸慈善基金”救助金发放仪式
上，因重大疾病、重度残疾、火灾、交通事
故等突发事件造成基本生活严重困难的
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等100户家庭都领
到了救助金，让困难家庭感受到慈善组织
和爱心企业的关爱

恒逸集团多年来一直注重各类慈善
救助，2002年至今已累计向区慈善总会
捐赠2373万元。去年，在区慈善总会三
届四次理事大会上，恒逸集团向区慈善总
会捐赠留本冠名基金1亿元，又认领了

“资助百户特困难家庭”项目。

“恒逸慈善基金”80万元善款
资助百户困难家庭过好年

昨天下午，河上镇组织举办的“三点半课堂”公益项目正式启动，对众联村、璇山下村的部分学
生放学后在村文化礼堂集中托管，并由大桥中心小学的老师、家长、村民志愿者进行作业辅导，解决
了孩子们放学后无人看管的问题。 通讯员王军良首席记者范方斌摄

三点半课堂三点半课堂

■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新街长山小学502班、来自
福建漳州的吴葆晨被确诊患上了慢性肾
衰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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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
昨天本报《少女患重病缺钱医治 父亲
含泪求助》一文）。

萧山是充满大爱的地方，也是一座
包容的城市。吴葆晨的病牵动着众人的

心，此前她所在的学校、班级以及教育主
管部门，纷纷向她伸出了援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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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爱心不断涌来。萧山旗袍会
的章杰群会长从报纸上得知消息后，立
即和方月芹副会长进行沟通。第一时间
在理事群和会员群中发动，号召姐妹们
发挥母爱的力量，为小吴同学献出一份
爱。“在征得群友的同意后，大家一致决
定先从之前募集的‘温暖从江行’慈善款
中拿出1万元资助小吴同学, 之后群里
又自发组织起了募捐。”章杰群说。你
500元，我200元……大家以自己的方
式爱心接龙，一起为小吴同学助力，希望
她能早日回到课堂。除了积极发起募捐
外，后续萧山旗袍会表示还会继续加大
对她的关注，用“她力量”去关心关爱小
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徐雨是利川农特产品萧山体验馆的
客户经理，在得知小吴同学的境况后，也
表示想来尽一份力。“萧山对口帮扶利
川，利川农特产品萧山体验馆作为利川
在萧山的宣传展示窗口，感恩萧山对口
帮扶利川脱贫增收。我们将发起一场义

卖活动，为陷入困境的小吴一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徐雨说，利川农家散养
富硒土鸡蛋是众多利川农产品中的拳头
产品，这次的义卖活动他们将以13.5元/
斤的优惠价格进行义卖，每订购一斤鸡
蛋，为小吴同学捐赠1元。市民可前往
萧然东路113号利川农特产品萧山体验
馆购买，或采取预约订购社区集中配送
的方式，订购热线：15968148593。

除了爱心组织和企业外，昨天不少
热心市民也赶来献爱心。“浙江好人”张
建陆掏出了省吃俭用攒下的1000元，委
托记者转交给小吴家人。张建陆的右眼
看不到，只能依靠左眼微弱的视力看报
纸，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想方设法
联系他们。“帮助他人，快乐我自己，尽点
绵薄之力希望孩子能早日好起来。”张建
陆说。

如果你也有意帮助吴葆晨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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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赠请务必备注说明：定向捐赠吴

葆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