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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特殊的聚会 一次温暖的陪伴

心连心公益组织60多户失独家庭踏青

一路有你
萧报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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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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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3月28日 8∶30-14∶30
停上董C981线02#杆（上董
C9811开关）：戴村镇上董村、
嘉诺德金属冷拉、华东轻钢建
材、萧山区第六高级中学等一
带；8∶30-15∶30停振浦A543
线振浦I开01#杆（新河口一
分线开关）：浦阳镇新河口等
一带；8∶30-14∶30停通惠变
罗山C765线塘湾开G15塘万
分线：北干街道萧山区市政园

林公用事业管理处、宸盛置
业、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及其周边一带；9∶00-17∶00
停兴纺A339线41#杆带电开
断：靖江街道靖东村及福建省
荔隆建设工程一带；13∶00-
17∶00停兴纺A339线01#杆
兴纺A3391开关：靖江街道
靖东村及凯丽线业、兴农纺织
一带；8∶30-16∶30 停联谊
A434线联谊村21#变：所前
镇联谊村一带；8∶30-16∶30
停联谊A434线联谊村1#变：

所前镇联谊村一带。

●遗失黄献芬浙江广播电视
大学毕业证，注册号：512585
20160600329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蜀山街道办事处浙江省行政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第二联（收据联）1张，
收据号为：1653388316，声明
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三：拍卖时间、地点
将于2019年4月3日14点，在金马饭店云栖厅举行拍卖会。
四：咨询、展示、报名时间、地点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看样（节假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

示。2019年4月1日、2日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报名时：个人需提
供身份证原件；单位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等文件，并出示交纳拍卖保
证金的银行进账凭证；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的，另需出具授
权委托书（写明拍卖具体内容及委托事项）、授权人和被授权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有意竞买者须于4月2日16时前向指定银

行账户拍卖保证金请交入（账户名称：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账号：20100001126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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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报名地点：萧山区市心南路133号新世纪广场C座805室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标的看样电话：83735888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571-83899063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

拍卖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标 的
晴庐沿街（宁税路与建设二路）商业用房17套，详见清单
晴庐沿街（宁税路与建设二路）商业用房19套，详见清单
宁税路310、312号（原宁税路84-2、3号）商业用房
宁税路318、320号（原宁税路84-6、7号）、宁税路322、324、326、328号（原
宁税路84-8、9、10、11号）商业用房2套
宁税路358号（原宁税路86-3号）商业用房
宁税路372、374号（原宁税路86-10、11号）、宁税路376、378号（原宁税路
86-12、13号）、宁税路380、382号（原宁税路86-14、15号）商业用房3套
建设二路1562、1564号（原建设二路27-6、27-7号）商业用房
建设二路1560号（原建设二路27-8号）商业用房
建设二路1550号（原建设二路27-13号）商业用房
建设二路1548号（原建设二路27-14号）商业用房
建设二路1540号（原建设二路27-18号）商业用房
建设二路1536号（原建设二路27-20号）商业用房

建筑面积（㎡）
4448.86
5978.14
103.67

1191.16

294.17

1451.72

214.17
244.76
297.11
297.11
250.79
254.03

起拍价（万元）
7187
9456
234

2174

282

2067

363
403
485
492
376
432

备 注
有部分租赁
有部分租赁

有租赁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方式，向社会公开拍卖下列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简介
标的系位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瑞晴庐沿街商业，包括48套沿街商铺和1套商业综合

楼，地理位置优越，经营用房商业氛围浓厚，极具商业聚合力。
二：拍卖标的

注：①、1号和2号标的拍卖保证金为300万元/标的，其余标的保证金均为30万元/标的。②、有足额保证金的竞拍人可以竞拍成
交任意标的。③、有租赁的标的为带租拍卖。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3月28日 9∶00-17∶30停10kV新龙A287线新龙

（7）分线导线拆除及新龙村7#变低压割接：大江东新湾
街道新龙村一带；9∶00-17∶30停20kV荣耀站卫服分
线用 户销户及旧电缆拆头及新放电缆搭头接
630kVA箱变，荣耀站3#间隔新放电缆至新设630kVA
箱变（兴耀）前进街道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设
2X630kVA配电工程：大江东前进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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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

晚潮时间

18:00

18:18

20:13

危险

高潮位
(米)

4.20

4.10

3.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
参考。

3月28日

早潮时间

05:30

05:50

07:55

高潮位
(米)

4.50

4.40

4.20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用地编号
05-16
05-16
05-20
05-20

用地性质
B1/B2
R2
R/B
R/B

用地面积（公顷）
0.86
0.86
1.58
1.58

容积率—
3.0
1.7
3.0
3.0

建筑密度（%）
45
30
35
35

建筑限高（米）
45
36
58.5
50

绿地率（%）
20
30
25
25

备注
同时满足机场限高要求
同时满足机场限高要求
同时满足机场限高要求
同时满足机场限高要求

萧山区瓜沥镇05-16/05-20地块项目位于瓜沥镇新区建设四路与东灵北路交叉口西北侧，规划范围东至
东灵路辅路，南至建设四路绿带，西至政通路，北至祥瑞家园住宅小区，总建设用地面积约2.44公顷。

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9年3月27日至4月5日在萧山区人民政府办事服务中心瓜沥分中心
2楼大厅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或对公示内容
有不明确，请于公示期间来电或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人：徐小姐 联系电话：83502107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3月27日

公

告

■记者朱林飞

本报讯 近日，戴村清晨假日山庄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
所前、进化、临浦、戴村、浦阳5个镇的
60多户失独家庭，有的还带着孙子孙
女，一起聊家常、包清明饺、聚餐、过生
日，度过了开心难忘的一天。

为了这次聚会，心连心公益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月前就开始筹备，
寻找合适的场地、通知各镇的联络员、
组织志愿者、安排车辆、购买物料等。
到了活动前一个星期，最终把所有参加
的人员确定下来。

活动当天，风和日丽。戴村的徐阿
姨等人，早早地赶到了假日山庄，一边
动手准备包清明饺用的粉团、馅料等，
一边等待其他失独家庭成员的到来。

到上午9点半左右，所有参加聚会
的人员都来到现场。在志愿者的陪伴
下，大家分好组，摆开架势，手脚麻利地
包起清明饺子。每个人都显得兴致勃
勃，大家相互帮忙，又相互比赛。眼看
绿的、红的、黄的各色饺子排起长队，评
委们拿着纸笔挨个打分，最终评出了
一、二、三等奖等各个名次。工作人员
事先准备了珍珠项链（募集来的赞助）、
洗漱用品、洗衣液、毛巾等奖品，现场有
一位阿姨领到奖品后，开心地说：“我这
还是第一次上台领奖呢，工作人员太用
心了。”

经过一个上午的比赛，到吃午饭
时，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有些是去年
就认识的老朋友，相互聊着家里的近
况。有些是第一次来参加，也逐渐放开
思想包袱，融入到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最后的集体生日会把当天的活动
推到了高潮。当志愿者捧出双层大蛋
糕，点上生日蜡烛，为三四月份过生日
的近10位大伯大妈唱起生日歌时，现场
响起了掌声、祝福声和啜泣声。临浦的
韩阿姨是第一次参加聚会，正赶上了这

次的集体生日，她在现场感动得哭了，
“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过生日，而且
和这么多朋友一起过，非常难忘”。

据了解，心连心公益服务中心一直
致力于服务我区各镇街的失独家庭。
早在2015年8月，中心就发起“心连心
家园”关爱失独家庭专项服务活动，开
创了浙江省社会公益团体关爱失独家
庭服务的先河，同时也连续3年获得区
公益创投大赛的资助。

据统计，目前我区有764户失去独
生子女的家庭（而且每年以 5%的速度
增长），这些家庭承受着失独的痛苦，
生活中缺少关爱，缺乏温暖，更缺失亲
人的陪伴。前两年，中心根据失独家
庭的实际需求，制定、开展了“新年联
欢”“湘湖踏春”“端午包粽子比赛”“
G20峰会场馆之旅”“秀出我魅力”旗
袍秀等各项抱团活动，鼓励失独家庭
成员走出家门，走出伤痛，感受来自社
会的温暖。

今年，中心将继续服务所前、进化、
戴村、临浦、浦阳五镇的100余户失独家
庭，定期对这些家庭进行慰问探访，并
在清明、中秋、重阳、新春等假期组织出
游、聚会等活动，希望在社会组织和志
愿者的陪伴下，让失独家庭成员不再孤
寂，而是经常有笑容绽放在脸上。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朱闻依

本报讯 一只不起眼的袋子，总价
值竟超过13万元。如此贵重的袋子，却
被主人遗弃在了路上……

近日一早，天下着雨，突然一抹黄
色的身影从雨幕中出现，原来是区城管
局环卫处萧绍路保洁组长苗宁，她从保
洁车上拿出一个宝蓝色的布袋子，急匆
匆地跑上二楼，走进环卫处城厢环卫所
办公室，将袋子交给了管理员。“早上我

在华蔚大厦门口人行道保洁作业的时
候，捡到这个袋子，正准备扔到垃圾车
里，发现里面竟然都是现金。我一看这
么多现金，不敢耽搁，就赶紧拿过来
了。”苗宁说。

后经管理员清点，现金12030元，
存款单 106440 元，再加上存折和收
据，这个不起眼的袋子，总价值超过13
万元。“这么多钱，失主得有多着急
啊！”苗宁说道。等袋子清点完成后，
苗宁又冲进雨幕，继续回到路面开展

保洁作业。
在整理袋子的过程中，环卫处工作

人员发现内有一张某啤酒厂员工证，通
过这个证件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失
主。“谢谢你们，谢谢帮我们捡到这个袋
子的环卫工人……”失主女儿陈女士连
声道谢，不停地表达着感激之情。

环卫工人尽管收入微薄，却时刻用
自己的行动感动着这座城市。维护城
市市容环境，用爱心点亮萧然大地，传
递着社会正能量。

区城管环卫工拾金不昧13万元 暖人心

■记者项亚琼

本报讯 每一座城市的角落，总有这
样一些人：居无定所、饥寒交迫是他们的
日常，流浪乞讨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针对
这一特殊群体，阳光爱心将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专项行动项目化，让流浪者感受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今年初，阳光爱心组建了城厢、北干、
新塘、蜀山、宁围五支救助小分队，每周开
展1—2次巡查活动。

近日，救助小分队的志愿者放弃晚上
休息时间，来到奔竞大道、利二路、民和路
和金鸡路，开展对流浪人员的巡查活动。
对流浪人员进行劝导，提供必要的生活用
品资助、登记流浪者的信息等一系列救助
举措，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除了阳光爱心实施救助流浪乞讨人

员行动外，区救助站实行24小时值班制，
为被救助者提供适当的免费食宿，并为那
些想回家又没有路费的被救助人员购买
车票。

“我们救助流浪人员遵循自愿、无偿、
公开救助的原则，通过劝导及派发物品等
形式，除了冬季送温暖外，每到高温酷暑
的时候还会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救
助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对于流浪乞讨人
员的救助，首先应该给予他们自由选择的
权利，流浪人员多不愿进救助站，工作人
员说社会救助单靠政府是不够的，应该发
动每一个社会成员以及慈善组织的力量
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更多的流
浪乞讨人员能够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救助；
其次，针对“职业乞丐”的管理问题，应尽
快出台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使相关职能
部门在管理时有法可依。

阳光爱心开展救助流浪人员专项行动

志愿者放生鱼苗志愿者放生鱼苗

近日,新街街道机关党委和青禾志愿者、双圩村姐妹花巾帼志愿者共计50多人来到红建河
边开展鱼苗公益放养活动。

记者 唐柯 通讯员 应长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