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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

崇化社区素芬舞蹈队 名气越跳越响

最美社区人

招 聘
萧山区（包括大江东）银

行系统招聘保安员，要求：男
性 年 龄 18- 45 周 岁 身 高
1.70米以上、初中文化以上、
无犯罪记录、工作认真有责
任心、退伍军人及萧山户籍
优先，长白班，工作地点：离
你就近的银行，年薪不低于
45000 元，购买五险。联系
人：孙先生 13738024686；

另工厂招聘保安员要求
男性年龄60岁以下，联系人：
余先生1377740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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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29日出生，2018年12月30日
捡拾于萧山区靖江街道德意桥。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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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浙江广誉建设有限公
司萧山企业IC卡1张，卡号，
SG345，特此声明。
●遗失夏加峰萧山区宁围街
道柏峰珑悦府 1 幢 2 单元
1002 室浙江增值税普通发
票，代码：03301800105，号
码：11620796，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招聘信息

公 告 启 事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
资本从6800万元减至68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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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
生意人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三鹰化工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浙江名晨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

江东分局2016年8月25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0MA27YJCN9u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名晨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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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
晚潮时间
16:10
16:28
18:18
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20
5.3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24日
早潮时间
03:35
03:52
05:37

高潮位
(米)
5.60
5.50
5.10

5月 25日 9∶00-17∶30停 10kV云化站远住分线远大住宅工业配变增容工作（拆 1250kVA，装
2000kVA）：大江东远大住宅工业。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5月25日 8∶45-12∶45停团结A471线48#杆曙光分

线开关（自）：萧山区党湾镇老埠头村、曙光村及梅西塑料
制品厂一带；7∶30-17∶30停油管C927线党山村6#变：萧
山区瓜沥镇（党山片）党山村9组一带。

5月26日 7∶30-17∶30停油管C927线党山村9#变：
萧山区瓜沥镇（党山片）党山村一带。

5月27日 8∶35-17∶00停清江变协和B262线协和

Ⅰ开G11协炬B2622线-信融开G17炬信B2623线：萧山
区宁围街道天人房地产开发、金域物业服务萧山分公司、
久安物业服务萧山浙江商会大厦分公司等一带；8∶30-17∶
30停南兴A804线南阳街道5#变：萧山区南阳街道宝丰路
一带；8∶30-17∶30停南兴A804线南阳街道9#变：萧山区
南阳街道宝丰路一带；8∶30-16∶30停小砾A265线 40/
15/01#杆令克：萧山区闻堰街道小砾山村一带；8∶30-16∶
30停小砾A265线：萧山区闻堰街道杭州高新（滨江）水务
集团。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2019年2月2日，萧山区人民法院在办理杭州水祥水
产养殖有限公司、浙江水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件过程中，发现实际控制人陈水祥、杭州水祥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浙江水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并移送萧山区公安分局办理，萧山区公安分局于
2019年3月6日立案侦查。因受办案期限限制，请涉及陈
水祥、杭州水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浙江水祥水产食品有
限公司非法吸收存款案尚未到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务

必于即日起60日内到萧山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如
果在此期限内不报案，将视为自动放弃报案，会影响受害
人的相关权利，请受害人以及知情人相互转告。

联系人：章警官
联系电话：15867148881，057182681561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晨晖路1399号萧山区公

安分局北门经侦接警室。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19年5月24日

关于陈水祥、杭州水祥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浙江水祥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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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摄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俞秀丹

本报讯 近日，崇化社区素芬舞蹈队
的“芬英组合”将一面亮闪闪的锦旗送到
了社区书记杨军手中，以感谢社区长期以
来对舞蹈队的关怀和支持。

现在的素芬舞蹈队，在城厢街道的各
个社区乃至萧山区都小有名气。素芬舞
蹈队的骨干素芬和丽英激动地握着杨书
记的手，感谢社区为她们重新添置了一个
露天不锈钢箱子和一套全新的音响。

众所周知，中国大妈爱跳舞。在大部
分社区里，总有那么一支热衷于广场舞的
队伍，每天晚饭后，在广场上、公园里，兴
致高昂地舞动着。

崇化社区多年前就留出了一块地方

给大妈们跳舞玩乐，素芬舞蹈队成立于
2008年，队员都是崇化社区里爱跳舞的居
民，一直跟着张素芬在社区里跳广场舞。
素芬舞蹈队最初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经
发展到100多人，既有30多岁的年轻妈
妈，也有80多岁的老大爷。舞蹈队没什么
规定，但大家几乎每天傍晚都准时报到，
100多个人跟着张素芬快乐舞动。

后来，只要社区有大型演出，都会叫
上素芬舞蹈队，为大家提供一个展示风采
的平台，让他们发光发热。

张素芬，崇化社区 64岁的“中国大
妈”，10多年的学舞、跳舞经历，让她看起
来颇具舞者气质，文雅端庄。

“我大概是50岁开始自学广场舞的，
那时我买了VCD，跟着VCD一遍一遍地
跳，跳多了自然就会了。现在有了电脑，
学舞更方便了，想学什么舞，上网搜一搜
就行。”张素芬一跳10多年，但对舞蹈的热
情依旧如初，渐渐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
人，素芬舞蹈队就是她和好友周丽英一起
组建的。

“舞蹈队的带头人就是我和丽英，我
是舞蹈老师，她是‘外交员’。”一直以来，
张素芬是队里唯一的舞蹈老师，编舞、领
舞、教舞都是由她负责，原先孩子小，她白
天在家带孩子，晚上才有时间跳舞。现在
孩子已经大了，她将更多的精力用在舞蹈
上。如今，张素芬常常在家看广场舞视
频，学会后再将这些舞教给大家，“大家都
不是专业的舞者，有些队员是初学，所以
我选择的舞蹈都不会很复杂，动作简单易
记，以锻炼身体为主，平均一周就会换一
支新的舞曲。”

除了张素芬，舞蹈队里还有另一位
“顶梁柱”，那就是外交员周丽英，对外的
联系都是她负责，外出比赛或者表演也是
她在张罗。现在，不仅是崇化社区，街道
里或别的社区有演出活动，也会邀请素芬
舞蹈队参加。她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被
大家戏称为“芬英组合”，一起带领素芬舞
蹈队走过了11个年头。

崇化社区很支持这支舞蹈队，希望她
们的舞越跳越好，带动更多居民老有所乐。

■记者 项亚琼

本报讯 自22日入夏后，阳光连场，
气温跟着阳光一路高歌猛进，昨天最高气
温32.5℃，今天甚至会达到33℃。这样的
升温也为强对流天气做了很好的铺垫，预
计周末，我区将会出现一次阵雨或雷雨天
气过程，其中26日易发强对流天气，风雨
较明显，大家要提前做好双休日的安排以
及必要的防备措施。

夏季强对流天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声势激烈，来去很快。夏天，地面受到太

阳照射、气温高，空气湿度也很大。这时
如果高空有冷空气下来，在空气垂直分布
上，就会呈现下面热、上面冷的状态。按
照冷空气往下沉，热空气往上浮的规律，
空气就会开始垂直对流。低层的暖湿水
汽不断向高层输送，遇到冷空气凝结，很
快会在高空形成一个雷雨云团。

雷雨云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突然
散发出能量，于是，大风、雷电、暴雨，甚至
冰雹就来了。

再形象一点，如果把热空气比作一只
烧得滚烫的锅，冷空气就好像是把锅盖掀

开，突然添进去的冷水。烧过菜的都知
道，接下来就是油锅翻腾，水花四溅。

降水结束后，冷空气接踵而来，天气
转好。在雨水和弱冷空气的先后影响下，
预计26—29日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
在25℃—28℃，体感舒适。相比真正炎夏
时，从早热到晚，现在的天气算是夏天里
的美好时段。我区的夏天一般会有4个
月，这段时间，月季、荷花、广玉兰会悄悄
绽放；紧接着梅雨来临，日子可能不太好
过，会有一段阴雨连绵、闷热潮湿的日子
——黄梅雨季。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孙丹飞

本报讯 为使中老年居民更好地
适应季节交替，了解春夏之交常见急
症的预防，加德社区于日前邀请区红
字会主管护师邵奇道老师带来了一堂
《常见急症预防》讲座。

共有40余名中老年居民参加本
次讲座。讲座分为四块内容：急症—
脑卒中、急症—冠心病、烫伤、中暑。
邵老师借助PPT，从病症概念、病症分

类、病症特点、病症症状及应对措施等
方面展开。邵老师结合自己身边真实
的案例，同时播放一些急症的视频，这
样能使居民们更容易理解。在授课过
程中，老师与居民们进行实时问答，让
居民们能及时回顾所学内容。

本次讲座内容贴合居民生活，大
家都感到获益匪浅。社区负责人表
示，希望通过讲座让居民们多了解常
见急症症状及救治措施，帮助居民增
长健康知识，树立健康生活理念。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周海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小区防火
安全，提高居民消防逃生常识及抗击
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新宜社区日前
组织街道消安办与东南海物业、中奥
物业进行消防演习活动。

此次消防演习设在东南海小区
内，重点开展了突发火灾逃生疏散演
练、灭火器的使用、消防水带的拼接与
使用等演习项目。

当天上午9时15分许，演习正式
开始：物业巡查人员发现火灾隐情，迅
速通知消控室，消控室立即反应通知
各部门组织人员前往现场处置，楼道

管家负责疏散楼栋内的居民，物业消
防人员携带灭火器及消防水带奔赴现
场，在短时间内安全有效地处置好隐
患情况，顺利完成此次消防演习活动。

演习结束后，消安办专业人员对
物业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对如何
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讲解，并让在场
的人员进行实践学习。之后社区与消
安办组织人员检查了小区消防水泵房
与风机房，对小区内楼层的消防栓进
行抽查，对发现的相关问题督促物业
及时整改到位。

此次消防演习进一步强化了物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检验了消防预案的
可行性、可操作性。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鲁金凤

本报讯 为增强老年人的交通安
全意识，培养老年人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的良好习惯，近日，百尺溇社区特
别邀请区交警大队陈毅江警官为社区
老年居民上了一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课。

课上，陈警官播放电动车车祸警
示视频，通过在我区发生的一张张事

故照片和监控录像组成的交通事故视
频，向大家详细讲述了产生这些事故
的原因和避免悲剧的方法，同时告诫
大家：路口似虎口，通行须谨慎！老年
人要提高骑电动车的安全意识。

接着，陈警官还通过亲身示范，向
居民们演示了如何正确佩戴头盔，并
邀请了学员上台示范。最后提醒大
家，不仅要把平安知识和安全意识牢
记在心，更要带给家人，带进生活。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汪卓霞

本报讯 金泰苑社区于近日邀请
闻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部主
任蒋亚红，带来了一堂生动形象的“意
外伤害篇——常见损伤”健康讲座，给
社区居民送上了健康新理念、新知识，
并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

蒋老师从常见外伤处理、气道异
物梗阻两个方面展开讲解，并结合具
体事例深入浅出地分析在实际工作生
活中应如何减少安全隐患，学会意外
伤害的急救和预防常识。

居民们纷纷表示，讲座兼具知识
性和实用性，有助于提高大家在突发
事件中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

周末雨水到 26日易发强对流天气

加德社区为居民办健康讲座

新宜社区开展联合消防演习

百尺溇居民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金泰苑社区给居民普及急救常识

■记者 朱林飞 通讯员 倪旎

本报讯 南晖社区近日迎来了一
批小小志愿者，成为守护绿色家园的

“小战士”。
头戴小红帽，斜挎小水壶，双手捧

着倡议书，小小志愿者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排成队列，沿着小区道路向居民

们宣传、倡议节约用纸、用电、用水，多
骑车少开车。接过倡议书的居民连说

“好，好”。
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大能量，这些

幼儿园小朋友虽然语言表达还不是十
分连贯，但他们的行动让居民们认识
到了养成良好生活行为的重要性，增
强了环保理念。

小手拉大手 守护绿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