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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先锋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商铺招租公告
绿都湖滨花园小区沿博

奥路（小区西大门南侧）有商
铺4处面向社会公开招租，详
情可到小区业委会办公室了
解或致电 0571-82664230，
报名截止日期：2019年 1月
18日下午16时止。

绿都湖滨花园小区业委会
2019年1月5日

●遗失黎兴珍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代码：233001590145，
号码：00549596，声明遗失。
●遗失金亚芬浙江省萧山市
商业企业批发统一发票，号
码：0328648，声明遗失。

●遗失杭州萧山临浦镇资产
经营公司，发动机号码为：
AL6596、AL6689，合格证号
为 ：WAE081606116520、
WAE091606116516的两辆
斯柯达轿车的合格证，特此
登报。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交通运
输局交通领域施工企业职工
工资保证金专户财务专用章
1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机动车
驾驶员协会浙江省社会团体
会费票据25份，代码：72101，
号码：1650200001-165020
002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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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6日出生，2012年 12月
30日捡拾于萧山区城厢街道
北干山烈士陵园附近路边。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月7日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 月 9日 8∶30-16∶30
停北润 A732 线华润Ⅰ开
G16润万A7321线-万象Ⅱ
开(自）G26 万象 C7612 线：
北干街道华润置地(杭州)发
展及其周边一带；8∶55-16∶
55停白靖A699线 58#杆众
安分线开关：瓜沥镇众安村
及国金纺织、萧山党山彩珍
化纤布厂、欧科装饰材料、红

阳纺织、华辰装饰材料、禹神
减速机、利星纺织机械、国金
纺织、众艺布业、迎华化纤一
带 ；8∶55- 17∶30 停 白 靖
A699 线众安村 6#变：瓜沥
镇众安村一带；8∶00-17∶30
停荣新 C791 线荣新村 4#
变：瓜沥镇（坎山片）荣新行
政村8组、人民路西等一带；
8∶30-16∶30 停尖山 A538
线变电所间隔开关-03#杆
（尖山A5381开关）：浦阳镇
谢家村、杭州伟达鞋厂等一
带 ；8∶30- 16∶30 停 汪 家
A537 线变电所间隔开关-
01/03# 杆（汪 家 A5372 开
关）：浦阳镇径游村、创伟造
纸机械、恒凯鞋业、径游发电
设备、康恒鞋材、路克鞋业、
荣源发电设备、天峰纺织机
械、通运鞋业、伟立鞋业、萧
山杰杰工艺鞋业、萧泓宇鞋
业、兆力鞋业、振锋鞋业、中
凯鞋业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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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信息

启 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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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1月18日14时30分在萧山区办事服务
中心4楼（市心中路1069号）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拍卖标的为3年租赁权，拍卖成交价
为3年租金，）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

二、标的咨询展示：即日起至2019年1月15日，接受咨询及查
勘标的。标的展示在现场。

三、报名时间、地点：2019年1月16日、17日（9∶00-16∶00），
在杭州市萧山区萧绍东路120号旧机动车交易市场2楼。

四、报名手续：法人凭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如法定代表
人或自然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则另需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并同时提交银行竞买保证金进账单（竞买人须
以本人名义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须以银行转账、电汇、银行汇
票等非现金方式交纳，交纳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单凭证上注明“拍
卖保证金”，保证金应确保在1月17日15时前到账）。

五、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拍品
有意向的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六、保证金缴纳指定账户：杭州金瑞拍卖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萧
山支行 账号：9504292070151 。（保证金均以到账为准且不计息）

联系人：13967105908金小姐 萧山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
话：83899063

杭州金瑞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8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CQPM-20190102

标的物

市心南路175号
房地产大厦12层南厅房屋

3年租赁权

面积
（平方米）

约为
449.06㎡

起拍价
（3年租金）

42.78万元

竞买保证金
（万元）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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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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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早潮时间
09:00
10:20
11:10

高潮位
(米)
5.40
5.40
5.30

1月9日 9∶00-17∶30停启鸿314线195#杆支线线路改
造工（国通）启鸿314线195#杆支线线路改造：河庄街道新围
村、中耀金属、远鸿花卉、克贵物业一带；9∶00-17∶30停河庄街
道16#公变（630kVA)低压割接工作（永兴）河庄街道16#变、新
湾街道18#公变布点工程：河庄街道幼儿园电管站旁边。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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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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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记者 项亚琼

1月13日是腊八节，每年此时，很多
爱心人士会熬粥赠粥，杭州萧韵扶老公益
服务中心是其中的“熬粥大户”。今天，瓜
沥工农村的六口大灶又冒起腾腾热气。

腊八粥今天开熬

红枣、白果、花生、红豆……从元旦开

始，萧韵扶老公益服务中心就召集志愿者
开始着手准备，白果要一枚枚去壳，豆子一
粒粒挑拣，层层把关忙活了一周。昨天，所
有原材料都准备好了，今天瓜沥工农村内
支起一口口大锅，正式开熬腊八粥。和往
年一样，今年的腊八粥也会少放一点糖，让
大家吃得清淡一点。

“我们送粥有好几年了，今年将继续煮
送10万份腊八粥。”萧韵扶老公益服务中
心的志愿者告诉记者，2016年，在团区委、
瓜沥镇、区志愿者协会、各爱心企业及单位
的支持下，举办了首届大型赠粥活动，共送
出近5万份粥，创下了当年之最；2017年，
爱心再升级，煮送近7万份腊八粥，覆盖面
更广了；2018年，派粥数量增至10万份。

今年，这一爱心行动延续。志愿者说，
老人们对传统节日特别看重，有些老人吃
着粥就开始想来年：“你们明年还送粥吗？”
有的甚至捧着粥久久舍不得吃。每当此
时，志愿者都会说：“我们每年都来。”

征集志愿者派送10万份爱心

为了将爱心活动办好，志愿者们早早

就联系赞助，寻找爱心粥发放单位，为的是
将这份暖胃又暖心的腊八粥尽可能多地送
到全区一线工作者及弱势群体手中。

志愿者沈建江告诉记者，要特别感谢
瓜沥镇工农村。因为萧韵扶老公益服务中
心总在瓜沥做服务，老百姓看在眼里，前几
年的派粥活动，工农村主动拿出数万元赞
助搭起六口土灶，这几年的腊八粥都出自
这里，其他单位、企业赞助、志愿者也纷纷
自筹来支持这一暖心活动。

“从8日开始到13日，我们将陆续送
出10万份心意，由于点多量大，希望能有
更多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沈建
江说，派送期间需要招募志愿者1500人
次，不管能空出半天、一天还是几天的时
间，只要身体健康的市民有愿意参加这项
公益活动，均可报名。联系人：萧韵公益综
合部长诸林梅或后勤部长陈国军，联系电
话：15268583606、18958112110。

届时，萧韵公益将派出多支分队，向敬
老院的老人送去冬日的温暖；向奋战一线
的机场高速等重点工程的工作人员送去坚
定的支持；向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交警、
建筑工人等送去关爱。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本报讯 昨日，去走亲戚的何小
姐在顺发美之园东区的景观道上看
到了一间白色的“小屋”，走近发现是
一台卖鸡蛋的自动售货机。

“之前只见过饮料售货机，卖鸡
蛋的机子，还是第一次看到。”接到何
小姐的电话后，记者赶到美之园东
区，找到了这间自动售蛋机。

售卖机分两侧，左侧是货架柜，
可以清晰地看到包装好的新鲜鸡蛋
码在架子上，下方是取物口。右侧是
视频页面及扫码刷卡区。记者用手
指点了一下视频，页面上出现了两类
物品图型：一类是绿壳松林蛋，标价
45元。另一类是白壳松林蛋，标价
30元。再点一下绿壳松林蛋，便显
示出一盒绿壳松林蛋的枚数和价格，
下方显示付款流程，按照提示即可完
成支付。

记者按提示操作了一遍，只听取
物口一声轻响，伸手进去，就可以取
出一盒完好无损的新鲜鸡蛋。厚实
的塑料盒子里装着15枚绿壳鸡蛋，
包装上显示的生产日期是两天前。
除微信外，自动售蛋机还接受支付宝
和会员卡支付。

小区居民王大伯说：“我没买过，
这个要用手机，对我们年纪大的人来
说不是很方便。况且小区门外就有

超市和农贸市场，买菜的时候顺便买
鸡蛋就行了。”

相对而言，年轻人觉得这种购物
方式挺方便。居民小王告诉记者，前
两天他买过一盒绿壳松林蛋。“那天
下班比较晚，就顺路在机子上买了一
盒鸡蛋，随时可以买挺方便的。”

记者随后联系了美之园小区物
业，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这个自动
售蛋机投入使用没几天，美之园东区
和西区各装了一台，已有一些居民在
机器上购买过鸡蛋，有几个还碰到了
付款后取物口没出来鸡蛋的状况，目
前正在监测处理中。

萧韵公益今年将送出10万份腊八粥
愿意当派送志愿者的市民今起可报名

小区里出现自动售蛋机

自动售蛋机

文/图 记者 项亚琼

潘永春，在2003年结束16 年的
军旅生涯转业到区城管局工作，先后
在直属中队、城厢中队、所前中队任
职。15个年头里，他把在部队练就
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卓越的执行力、担
当意识，用在了城市管理工作中。

潘永春坚持深入一线，创新工作
思路，在市容秩序管理和广告店招管
理等工作中取得了新的突破。2018
年夏天，所前中队参与到镇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中来，他带领市容分队
的7名队员，对集镇主要道路和背街
小巷开展了市容环境大整治，对出店
经营、占道堆物、非法户外广告、无证
摊贩、乱吊乱挂，乱停乱放等违法行
为进行宣传教育和积极治理。

整治过程中，面对沿街店家出现
的出店经营、占道堆物等行为乱象，
潘永春多次主动上门，耐心做思想工
作，个别经营户从最初的抵制谩骂，
到最后心服口服地支持配合工作。

金临湖村靠近里士湖的马路市
场由来已久，造成周边卫生环境脏乱
差，还影响了附近的交通。潘永春积

极参与协调工作，每天按时定岗管理
不放松。最终，该马路市场被成功取
缔，当地环境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
交通也恢复了通畅，附近居民交口称
赞。潘永春和同事们经过3个月奋
战，成功助力所前镇市容环境综合整
治顺利通过省级验收，并在验收中获
得了良好评价。

“城管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维护
好我们的居住环境，把城市建设得更
美丽，是我应尽的职责。”潘永春说。

潘永春：从军人到城管 初心不变

连日来,在楼塔古镇

中祠堂内, 众多村民兴高

采烈地聚在一起，他们分

工合作，烧火，上蒸，捣糕

……热气腾腾的场景犹如

过节般热闹。

冬至后，楼塔历史文

化研究会就组织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民俗节庆活动，

手工制作传统年糕成为民

俗节庆的重要内容。

土制年糕
飘香古镇

通讯员王新江徐权俞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