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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杭州风燕物资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3492250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来来旅行社有限
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江成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旧法人章，法人：虞永嘉（于
2017年10月遗失），声明作废。

招聘启事
萧山市场中心诚招消控

室管理员2名，要求高中以上
学历，年龄45周岁以下，身体
健康。工资待遇面谈。

联系人：章明辉
联系电话：83503027

招聘信息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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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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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晚潮时间
14:40
15:00
16:58
危险

高潮位
(米)
5.30
5.30
5.0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24日
早潮时间
03:05
03:26
05:30

高潮位
(米)
4.60
4.50
4.45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文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萧山分局2003年 6月23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MA2GEKL50G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文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宏发宾馆用品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02年3月2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09255700455Q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宏发宾馆用品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路顺电声器厂遗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江

东分局 2016 年 7 月 2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0704278238X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路顺电声器厂 2019年1月23日

经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杭
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以派生分立的方式分立为
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华冲诊断设备有
限公司。分立前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5000万元，分立后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杭州华冲诊断设备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原杭州华冲科技有
限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

和杭州华冲诊断设备有限公司承继，并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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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特此公告。

杭州华冲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2日

萧山区北干街道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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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萧山区北干街道城中村改造
货币化安置人员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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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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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志愿者让空巢老人不再空心

家住广泽社区的董大伯（化名）夫
妇自女儿走失后，心里时时刻刻牵挂
着，成了夫妻俩的一桩心事。2010年5
月18日，女儿小董（化名）跟随外婆去
家附近的山上采茶叶。

忙着采茶的外婆，一转身发现不
见了小董的身影，一下子慌了神。采
茶的地点在新昌与天台交界处，小董
自此便与家中断了联系。“自己有生之
年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早日见到女儿，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70
岁的董大伯刚动完腰部手术不久，身
体有些虚弱。

得知董大伯的这块“心病”后，阳光
爱心公益服务中心的志愿者第一时间打
来电话，愿为董大伯分忧。“阳光爱心成
立10年来已经聚集了5500余名志愿
者，他们将利用这些志愿者的力量，尤其

是阳光爱心东片救援队的力量，尽力帮
董大伯寻找女儿。”

记者将董大伯女儿的照片及相关
信息发给了志愿者，相信有了众多志愿
者的助力，奇迹一定会出现。除了助力
寻找外，百家百店公益服务中心、大樟树
群樟久队两支公益队伍均表示愿意为董
大伯一家尽点绵薄之力，不定期组织志
愿者上门看望、慰问两老，用爱心驱散两
夫妻心头的孤独。

82岁的钱阿姨，老伴去世多年，家
在绍兴的女儿又不能时时来看望，平
日里钱阿姨多少觉得有些冷清。“快过
年了，我也想和别人家里一样热热闹
闹的。”

钱阿姨的小心愿，志愿者们愿意来
领。得知老人腿脚不是很利索，百家百
店公益服务中心、大樟树群樟久队的志
愿者们表示，愿意来一场爱的接力，帮
老人买买菜、打扫打扫屋子，陪她聊聊
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让空巢老人不
再空心。

“圆梦行动”实现他们的微心愿

小金（化名），男，精神残疾二级，生
活无法自理，依靠母亲照料。年迈的老
母亲患有肝硬化且双目近乎失明。微心
愿：希望能给自己（175cm，身材瘦）和老
母亲（162cm，身材瘦）添置过年新衣。

小汤（化名），男，单身，从小有肢体
残疾。微心愿：希望有一个黑色单肩斜
挎包。小来（化名），男，肢体残疾，离异
多年，儿子患有疾病且在外地打工。微
心愿：希望有一双新运动鞋(40码)。

过年的新衣、背包、运动鞋，对很多
人而言，想要拥有这些物品并不是很
难。但对困难群体而言，这样的心愿却
很具体，是关乎生活的大问题。“这些心
愿我们愿意来认领。”百家百店公益服务
中心认领下了这些微心愿，并表示本周
日下午将带着爱心一起圆梦微心愿。

每一个心愿都微小，每一次圆梦都
伟大。志愿者们表示，爱心，没有高度，
只有温度；圆梦，永不止步。

点亮微心愿“圆梦使者”来助力
“我的心愿是能给妈妈添置一套新衣，开开心心过个年。”

“我想有一双新运动鞋，出门不再怕风雨。”“家里啥也不缺，我
就希望能有人常来看看我，陪我说说话。”……这些心愿虽然
很小，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奢求。你的微小心愿，我来
帮你实现。近日，本报刊登了《欢迎您来做“圆梦使者”2019
这些微心愿待认领》的消息后，爱心不断涌来。热心的公益组
织、有爱的市民争做“圆梦使者”，点亮微心愿。

■记者 项亚琼

近日，新世纪教育集团委托阳光爱心
公益服务中心向贵州从江县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捐赠千余套（1000 套+847 件）衣
物，此次捐赠衣服均为全新的童装，价值
20多万元。

从新世纪音乐学校到新世纪教育集
团，多年来“新世纪”始终怀揣着一颗公益

慈善的爱心，尽己所能帮助社会上有需要
的人群。结对孤寡老人、抗战老兵，关注
贫困学生、贫困地区学校，关心灾区群众、
情系社会困难群体，与仁爱家园、萧西实
验学校等爱心组织和单位形成固定的合
作帮扶关系，倾力资助我区家喻户晓的钢
琴盲少年来佳俊求学多年。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张灵燕杨海波

爱心企业为贵州山区孩子捐赠千余套衣物

红十字活动惠及我区40户困难家庭

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精神，帮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
新春佳节，杭州市红十字会开展“情暖杭
州·2019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用
实际行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各界的
爱心和红十字的温暖送到困难群众的身

边,本次活动对我区40户困难家庭进行
了慰问。“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主要
针对因灾、因病、因伤和其他原因导致生
活困难的家庭进行救助慰问，作为红十字
会系统持续开展的一项人道救助活动，得
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方柳熠

近日，金稻穗服务社的工作人员收到
了一封真挚的感谢信。信是山水苑小区
的黄女士写的，她在信里这样写道：今年
（2018年）3月，山水苑社区为小区的在职
女性创设了名为“山水佳媛”的一个女性
组织，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真没想
到，加入组织之后，我的业余生活无限地
丰富起来，生活一下子变得充实而有味、
甜美而愉悦……。

让黄女士赞不绝口的“山水佳媛”是
山水苑社区在2018年针对在职妇女推出
的减压服务项目。谁都知道，现代人的生
活压力大，而对于广大在职女性来说，既
要照顾一家老小，又要一肩挑起工作的重
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是数不胜数。出
于这一考虑，金稻穗服务社推出了给社区
在职女性减压的“山水佳媛”项目。

经过前期走访摸底，服务社将服务对
象锁定在35至45岁且跟公婆住在一起的
在职女性。这类女性都有自己的工作，在
生活观念上与上一辈有很大的差别，容易
引发婆媳矛盾，其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都
比较大。

据项目实施者介绍，“山水佳媛”项目
启动后，受到了社区在职女性的极大欢
迎。减压服务基本安排在晚上或周末。
譬如“LOVE YOUR AGE”分享会，参与
人员分组交流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压力和
困难，同时分享应对的方法，通过倾述、聆

听、分享、支持等方式，互相探索如何处理
家庭关系，并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服务社还为参与人员请来心理咨询师、家
庭关系处理导师、职场应对导师等，不定
期开设课堂，用有效手段帮在职女性解
压。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服务社为参与
的在职女性精心设计了32场服务，有轻
松的看电影、练瑜伽、做烘焙、学插花，也
有烧脑的创意比赛、心理压力缓解等，有
480人次参与，让饱受工作和家庭双重压
力的女性们，找到了一处温暖的港湾，静
下心来回归自我。

正如黄女士在信里写的：听课程、看
电影，做瑜珈，学插花，……健康而轻松的
解压活动在每个月中进行。以前想学没
去学的居然能在社区里实现了，以前花钱
要学的居然都免费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有人为你服务还希望你快乐，有人
为你买单只要你来享受，而金稻穗服务社
实现了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山水佳
媛”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组织。

点评：该项目将服务对象视角定位在
职女性这个群体，从在职女性面临的压力
问题出发，运用专业的社会工作工作方
法，从在职女性自身、周围环境角度出发，
通过女性能力提升、精神压力疏导、家庭
朋友支持等，让在职女性快乐生活与工
作。金稻穗服务社这个项目推广价值大，
适合所有有解压需求的在职女性。

公益创投 点燃希望（二）

山水佳媛 给在职女性一个温暖港湾
——金稻穗服务社力推在职女性减压服务项目

■通讯员邹紫记者李小荣

本报讯 从江与萧山，远隔千里，却
因扶贫攻坚、对口帮扶而结缘。为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再深入，区一医院在东西
部扶贫工作中又有新行动。

近日，两辆满载从江特色农产品的
卡车分别抵达区一医院。

黔山遍地皆好货。好山、好水孕育
了不少贵州从江绿色优质农产品。因受
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一些优
质农产品还养在深闺无人识。

为深入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助力黔
货出大山，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特地向
从江县采购了香禾糯、椪柑、富硒鸡蛋等
一批特色绿色农产品作为职工年终福利

发放。
医院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朱晓华表

示：“临近春节，我们采购从江优质、美味
的农产品，一方面是让医院职工品尝到
从江绿色安全、优质实惠的特色农产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精
准扶贫的指示精神，用实际行动让当地
农户过上一个温暖愉快的春节。”

区一医院采购农产品 助力黔货出大山

2019年春运第一天，港航萧山处开展“温暖回家路，海事送祝福”活动。海事执
法人员登上船头，走进船舱，给船员们送上寓意平安幸福的春联和福字。

记者丁毅通讯员金程露摄
送福上船

春节将至，为让高龄残疾老人、贫困
残疾人度过一个祥和、幸福的新年，区残
联组织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近日，所前、楼塔等镇街纷纷行动，为
90周岁以上残疾老人及贫困残疾人送去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与残疾朋友
贴心交谈，询问了解他们的身体、生活
等情况，特别叮嘱老人们近期气温较
低，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天气变化带
来的种种疾病，要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地过年。

区残联组织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