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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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制作班报名啦！
萧山丽华旗袍定制中心

秋季裁缝班开始报名，课程主
要学习裁剪、制作、熨烫、盘扣
等基本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初级课程结束后可以自主
完成一套衣服，初级裁剪班报
名费3600元，学习时间一个

月，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
点到4点。周一休息。咨询
电话：83731318王老师。地
址：萧山区文化59号。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9月12日 8∶30-15∶30
停吉山A365线欢医开G16
欢潭村分线：萧山区进化镇
欢潭村、杭州萧山进化镇海
江五金机械厂等一带；8∶
30-17∶30 停田村 C238 线
170#杆（田村C2387开关）：
萧山区楼塔镇萧南村等一
带 ；9∶00- 10∶30 停 樱 多
A085 线 23#杆樱多 A0852
开关-47#杆樱多A0853开
关：萧山区瓜沥镇工农村及
杭州顺吉机械配件厂、杭州
浩发制冷配件厂、杭州樱多
电器、杭州萧山灯泡加工厂、

杭州联欣机械、杭州建鼎机
械、杭州煜辉活塞销厂、杭州
一波机械、杭州新晟禾实业、
杭州萧山利雅汽车配件厂、
杭州凤恒塑料制品、杭州振
丰科技、杭州广亚装饰、浙江
大行建设、杭州钢强液压机
械厂、杭州荣祖电器、杭州先
盛电子、杭州市萧山区瓜沥
镇人民政府、杭州朱胜化纤
等一带；8∶00-16∶00停红界
A472线勤联村9#变：萧山区
党湾镇勤联村 6 组.9 组.11
组一带；8∶00-16∶00停黎明
A338线黎明村4#变：萧山区
靖江街道黎明社区6组、7组
部分一带；8∶30-13∶30停丽
都变航运 C120 线航运开
G15南市分线：萧山区城厢
街道南市花园及其周边一
带 ；8∶30- 16∶30 停 丽 一

C101线泰和百合苑2#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
街道泰和百合苑及其周边一
带；8∶00-17∶00停老虎洞村
11#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闻堰
街道老虎洞村村一带；8∶00-
17∶00停西许村11#变综合
柜低压母线闸刀开关及分支
闸刀：萧山区新塘街道西许村
一带；8∶00-17∶00停来苏周
村10#变综合柜低压A路、B
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
所前镇来苏周村一带。

●遗失宣文刚身份证，证号：
330681198311067098，声明
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培训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飞常世纪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05年11月2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7823548063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明作废。

杭州飞常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市心广场D座D-1011面积约190平方米、D座D-1022-
1面积约40平方米、D座D-1008面积约36平方米、C座C-
1008面积约211平方米，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等。

联系电话：82623486 13805759663
联系人：孙先生 陶先生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招 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9月12日 9∶00-17∶00停10kV农商站河政
分线：钱塘新区河庄街道河庄镇政府。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进
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起重机、抛丸机、剪板机、焊机
等钢结构生产机器设备一批，整体为一个标的，起拍价
1575万元。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9年9月18日14：30；杭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室。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9年9月11、12日；标的
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19年9月16日、17日（上午9:00—
11:30、下午13：30—15：00）；报名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

心北路 886 号萧山农业大厦 1 号楼 3 楼，联系电话：
82357356、17758023002。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及复
印件、委托书等，并缴纳保证金200万元，保证金不计息。

五、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浦
发银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保证金必须于
2019年9月17日15:00以前到账。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地址：萧山区市
心中路1069号科技创新中心2号楼4层 ，网址：www.
xszbjyw.com。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招标编号:CQPM—20190901拍卖公告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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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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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1日
晚潮时间
23:30
23:50
01:50
危险

高潮位
(米)
4.00
3.90
3.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12日
早潮时间
12:00
12:19
14:16

高潮位
(米)
3.50
3.40
3.10

■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孔洁

本报讯 在贵州，有一群孩子因为种
种原因难以完成学业，为了帮他们圆上学
梦，刚刚过去的“99公益日”，我区阳光爱
心筹集到爱心款237645.28元，腾讯基金
会配捐64722.8元，共30多万元善款将全

部用于帮助310名困境儿童完成学业。
2012年，阳光爱心的8名志愿者第一

次走进贵州黔西南州的普安、册亨两地，用
8天时间，实地走访了山里的4所小学，对
近100名特困孩子家庭进行了家访。

破败的房屋、斑驳的四壁、弱小的身
躯、破旧的衣裳、沉默的泪眼……所见所闻
一次又一次让志愿者们心灵受到震撼：孩
子们渴望知识的专注眼神，让人为之动容；
分不清四季的衣衫，让人潸然泪下；辨不出
实际年龄的弱小身躯，让人怜惜。学习，成
为一个沉重的话题，孩子们的梦想因贫困
无力起航。

来自贵州晴隆的舒同学，因为家人无
力承担学习期间的开销，准备辍学。就在
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了解情况的阳光爱
心志愿者及时送去了爱心助学款。志愿者
老俞到舒同学家走访询问，给予他生活上
的关心和学习上的鼓励。舒同学向萧山志
愿者发来感谢信，他说：“我已经重返校园，
我会努力学习，将来为社会做贡献，回报所
有好心人。”

阳光爱心专门组织了贵州助学帮扶活
动，取名为“四季花香”，这是阳光爱心的必
做项目，并明确帮扶对象，以学校为点，专
门针对贵州普安、晴隆、兴义、从江四个地
方的贫困大中小学生，资助他们完成学业。

2012年至今，四季花香项目已经资助
了1000余名学生，陆续推出了微心愿、“奔
跑吧，夏令营”“一对一助学结对”等活动。
其中，通过认领微心愿，圆了孩子们的小心
愿；“奔跑吧 泥娃娃”夏令营则组织志愿者
奔赴贵州，通过开展手工艺、英语口语、趣
味运动等课程，让山里娃了解山外的世界，
还有萧山的亲子团家庭参与，通过实地相
处、走访，让城里娃感受山里娃的不易，学
会珍惜和感恩。

目前，志愿者们带着大家的爱心走过
了贵州黔西南、从江等地，今后阳光爱心还
将一如既往将项目推进下去。据介绍，资
助是持续性的，一对一助学结对，从确认帮
扶开始，到孩子有能力脱离困境状态为
止。资助也是自愿的，如果有爱心人士放
弃资助，将会有新的爱心人士继续接棒。

夏秋交替之际，城区的夜空星光熠熠，长时间拍摄的效果如流星滑落。 记者 丁毅 摄

“99公益日”为贵州孩子筹集助学款30万元

有爱“四季花香”310名困境儿童获资助

斗转星移

■首席记者 周颖 通讯员 杨勇

本报讯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发生在21年前的一起命案最近成功
告破，两名嫌犯全部落网。

1998年 4月 10日，在萧山经营
一家养猪场的苏师傅突然失踪，家属
在养猪场内发现血迹后慌忙报警。
当月14日上午，苏师傅的遗体在城区
一条河道中被发现，经法医鉴定系他
杀。同日，萧山警方成立“4·14”命案
专案组。经过初步调查，专案组很快
明确：在苏师傅养猪场打工的张某和
袁某有重大作案嫌疑。但案发后两
人同时不见踪影，很可能已潜回江西
老家。专案组随即赶赴江西宜春万
载县仙源乡嫌疑人老家实施抓捕，但
两名嫌疑人已经外逃。

当时的案件侦破条件比起现在
要简陋许多，加上嫌疑人所在乡村信
息闭塞，村民家族宗亲观念很强，十
分不利于侦查工作的开展。

在这种严苛条件下，专案组付出
了大量精力，连续在当地开展了数个
月工作，张贴悬赏通告，做嫌疑人家
属工作，结果却收效甚微，两名嫌疑
人如石沉大海，不知所踪，案件侦破

陷入僵局。
此后21年里，这起命案犹如一块

沉重的大石压在萧山公安民警的心
头，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两名命案逃
犯的抓捕。去年，警方获得一条模糊
线索，终于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今
年9月6日，专案组赶赴江西，在当地
警方的配合下，先后将嫌疑人张某、
袁某抓获归案。9月10日，2名嫌疑
人被押解回萧山。

据两名嫌疑人交代，当年因工作
上的矛盾合伙将苏师傅杀害，并拿走
了苏师傅床下的若干现金。潜回老
家后，两人分了钱便各奔东西，在全
国多地游荡。张某一直单身，袁某在
广东结识女友。之后，袁某带女友和
8个月大的儿子潜回老家见父母，其
女友从村民口中得知袁某是个命案
逃犯，惊惧下抛下儿子独自离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越发侥
幸，认为20多年过去了，自己的相貌
变化很大，警方已经很难抓到他们，
甚至会放弃追捕。不料，20多年后仍
难逃法网。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萧山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中。

21年前凶杀案告破 两名嫌疑人落网

■首席记者 周颖

本报讯 昨天，市民小李致电本
报新闻热线82654321反映：大樟树
公共自行车网点的外挂POS机坏了3
个月，自行车还车时有点故障要到另
一个网点去处理，非常不方便。

小李在主城区上班，住在萧山，
平常出行就靠公共自行车+换乘地铁
2号线。“昨天早上8点半，我在地铁2
号线人民路站的公共自行车处去还
车，把车放在桩点后一会儿红色灯
亮，一会儿绿色灯亮，但是没有任何
声音提示是否还车成功。我准备把
车取下来去另一个网点还车，但反复
试了几次都取不下来，刷卡也不管
用。”小李说，自己想去网点的POS机
去查询，但POS机器是坏的。

小李想起两个多月前还完车去
查询，就发现POS机是坏的。“我打公
共自行车热线反映过这个问题。”小
李说，对方表示已经跟上级部门反映
过这个情况了。

昨天上午，记者到该公共自行车

网点查看情况。由于靠近地铁2号
线，大樟树公共自行车网点的公共自
行车租借量还是很大的，一个大姐在
还车时也遇到了类似小李的情况。

“以前只要在这个机器上进行异
常卡处理就好了，现在要赶到另一个
点去查询处理，的确很不方便。”大姐
说自己就住在周边，虽然平常不大用
到POS机，但遇上点问题跑来跑去还
是很麻烦的，希望能尽快修复。

随后，记者咨询了区公共自行车
服务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大樟
树服务点的外挂POS机最近三个月
无法使用，是因为在6月程序升级时
碰到兼容性问题，升级失败导致POS
机无法正常使用。此外，受人民路的
改造影响，按市政道路部门的计划，
要求临时性拆除的，因为在等待拆除
工作，也影响了该服务点POS机的升
级进度。

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安排科技公
司开发出了新的程序版本，经过测
试已经解决兼容性问题，目前正在安
排升级。

大樟树公共自行车网点
外挂POS机坏了3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