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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2月2日 8∶00-16∶00

停博杰A151线大池娄村1#
变：萧山区瓜沥镇大池娄村
村委前一带；9∶00-16∶30停
永富 C980 线永富 I 开 G16
永富C9801线-永富I开17#
杆（永富C9803开关）：萧山

区戴村镇中铁三局集团第二
工程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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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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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
2日出生，2019年3月10日
捡拾于萧山区宁税路与建设
四路交叉口150米。
杭州市萧山区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11月28日

便民热线 公 告

北干中单元XSCQ19A-04（原A-04）地块，具体范围为：北至荣庄变防护绿地，东至滨河绿地，南至博学路，西
至金鸡路。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及控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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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规划指标

拟调整指标

地块编号
XSCQ19A-04

XSCQ1901-04-1
XSCQ1901-04-2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R2）

商业商务用地（B1/B2）
二类居住用地（R2）

用地面积（公顷）
2.17
1.32
0.69

容积率
≤2.2
≤2.5
≤2.2

建筑密度（%）
≤28
≤40
≤28

绿地率（%）
≥30
≥25
≥30

建筑高度（m)
≤80
≤80
≤80

公

示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 2019 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9日在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大楼1楼
办事大厅、北干街道、荣庄社区、萧山日报及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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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书

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电话：83731211 82703363
联系人：俞先生 周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9年 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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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台车辆，每台车辆为一个标的。

序号

1

2

3

4

5

6

7

8

车辆牌号

浙AM7297

浙A3H3B0

浙A2W151

浙A8G2T5

浙A6W872

浙A2W117

浙A5H9U0

浙A8D7V7

品牌及型号

五十铃
NKR77LLPACJA

尼桑牌
ZN1021U2G

海狮
JT741UHF501

江铃全顺
JX5035XJEZC

奔驰
KPD6612633P

金杯
SY6480B2C

东风
ZN1022U2N

金旅
XML5032XJH

初次登记日期

2008年11月6日

2005年11月23日

2002年10月3日

2008年8月12日

2003年9月4日

2002年6月27日

2010年4月22日

2003年7月21日

起拍价
（万元）

0.81

0.65

1.67

1.21

1.31

0.33

0.79

0.65

序号

9

10

11

12

13

15

15

车辆牌号

浙A2C8N6

浙A6W770

浙AM6279

浙A2W251

浙A1U075

浙A0W202

浙AV0101

品牌及型号

金旅
XML5031XJH2

汇众
SH6492
依维柯牌

NJ6593ER6
金杯

SY6483B3
金杯

SY6483L3
万通

WTQ6471V
金龙

KLQ6798

初次登记日期

2005年5月30日

2007年4月26日

2008年7月7日

2004年12月20日

2006年9月18日

2001年11月1日

2011年11月25日

起拍价
（万元）

0.97

1.26

1.52

0.33

0.46

0.33

3.92

二、拍卖时间、地点：2019年12月6日14：30；杭
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886号萧山农业大厦1号楼3楼。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19年11月29、30
日；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19年 12月 4日、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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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带有效证件
及复印件，并缴纳保证金1万元/标的，保证金不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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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2019年11月29日

拍
卖
公
告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11月30日 9∶00-17∶00停益农462线共裕6
分线01#杆开关：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共裕村一带。

12月2日 9∶00-17∶00停10kV火星A294线
2105#、2117#开关、10kV新龙A287线2104#开关：
钱塘新区新湾街道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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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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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

晚潮时间

14:12

14:26

16:04

危险

高潮位
(米)

5.40

5.30

4.9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30日

早潮时间

01:56

02:10

03:46

高潮位
(米)

5.20

5.10

4.90

心梗病发呈年轻化趋势

27日上午11时30分，《追我吧》剧
组及高以翔所在经纪公司发布声明称，
27日凌晨因病入院抢救的台湾艺人高
以翔经近3个小时抢救无效后去世，死
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年仅35岁突然
离世，消息一出，令不少人都倒吸一口
凉气。

你可不要以为心源性猝死离我们
很遥远，今年9月，本报就曾报道过在湘
湖渔村附近，一名40多岁的男子突然晕
倒在地不省人事，正当众人束手无策之
际，参加过红十字会急救培训的红十字
救护员周建华，抢救了晕倒的骑车者，
男子所幸转危为安。

进入11月下旬，寒冷加剧，这也到
了心梗、脑梗高发期，是猝死发生最多
的季节，而绝大多数是心源性的。据了
解，医学上将猝死分为心源性猝死和非
心源性猝死两大类。心源性猝死是指
平时没有心脏病史或仅有轻微心脏病

症状的人，病情基本稳定，无明显外因、
非创伤亦非自伤，由于心脏衰竭或机械
性衰竭使心脏失去有效收缩而突然死
亡。多发冬季，半数人生前并无症状，
如能及时抢救病人可能存活。

近期早晚温差大，遇冷空气袭击，
全身血管便会收缩，血流阻力增加，心
脏负担加重，很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
挛，诱发心脏病。记者从区一医院心内
科了解到，近1个月心内科接诊患者达
1.2万人次，接受心内科手术130余人
次，其中接受急诊心梗手术患者25名。
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白
领、骨干、精英已经超越中老年人成为
急性心梗的高发人群。

学习急救知识 40个名额等你来

路遇有人昏迷倒地，你怎么办？救
还是不救呢？上前施救还是等医务人
员来救？研究表明，急救的“黄金时间”

是4-6分钟，心肺复苏每延迟1分钟，室
颤引起的呼吸心搏骤停患者生存率下
降7%-10%，而杭州120救护车到达现
场时间平均为13分钟左右。所以，在突
发伤病和灾害事故现场，在专业人员到
达前，为伤病员提供初步、及时、有效的
救护措施，就有可能挽回更多的生命，
减少伤残和痛苦。

短短的4—6分钟，要做的事情很
多。你知道怎么急救吗？不妨关注下
12月 3日（下周二）下午，本报组织的

“救在你身边”大型公益急救培训，活动
地点设在本报的9楼，我们将邀请区红
十字会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师为学员
们进行心肺复苏、AED使用、气道异物
梗阻等相关急救知识普及。学员们将
分两批操练，由专业人员在一旁进行一
对一指导、答疑。

如果你想学习心肺复苏等急救技
能，即日起可以通过拨打本报新闻热线
82654321或者关注萧山日报官微进行
报名，40个名额等你来报名。

昏迷倒地如何急救？气道梗阻怎么处理？本报联合区红十字会组织活动——

大型公益急救培训 40个名额等你来抢
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27日，关于台湾艺人

高以翔在录制综艺节目时意外猝死的新闻登上了各大媒体
的新闻头条。记者从区内几家大医院了解到，白领、骨干、
精英已经成为急性心梗的高发人群。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杨海波

近日，天气转冷，正是腌
制白菜的最佳时节。位于临
浦镇詹家埭社区孔荣江家的
白菜今年又喜获丰收。图为
农户整理翻晒白菜，准备加
工腌制投放市场。

通讯员 傅灿良
记者 傅展学 摄

白菜腌制
正当时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沈勇慧

本报讯 寒冬送温暖，人暖心更暖。
昨日上午，萧山蒙杰公益服务中心的志
愿者们带着毛毯、牛奶水果和慰问金看
望了新塘街道王有史社区的几户特困孤
残家庭。

在特困老残家庭朱关顺家里，志愿者
们和朱大爷一起忆往昔，说未来。对于蒙
杰公益的爱心，朱大爷由衷表示感谢。

本次公益行是蒙杰公益2019走进
社区的其中一站，除走进王有史社区以
外，蒙杰公益今年还走进了南阳街道南阳
社区等地做了不少公益活动。

据蒙杰公益负责人介绍，中心自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展助残济困扶老的
公益活动，接下去他们将会发动更多的
公益人士，凝聚更多的力量，走进更多的
社区，特别是为萧山更多的孤残老弱送
去慰问。

蒙杰公益慰问特困孤残家庭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姬阿丽

本报讯 近日，江寺社区联合第三方
专业社会组织安心学堂为辖区内幼儿开
展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公开课。本次课程
包括创意小画师和小小主持人两部分内
容，旨在发挥社区优质教育力量，助力孩
子健康成长。

活动现场，小朋友们在专业主持老师
的指导下学习了关于上台表演的站位、礼
仪和自我介绍等，并进行了现场展示，在
场的家长则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自己孩
子的精彩瞬间。通过课上的练习，孩子们
的口语表达能力得到了初步训练，也变得
更加自信了。

在创意画制作环节，小朋友们撸起袖

子，按照指导老师的提示，依次将颜料绘
于画纸上，很快一幅幅小羊肖恩图便呈现
在眼前。通过创意美术的方式，孩子们可
以“抒发”心中所想，激发绘画兴趣，促进
全方位成长。

课间休息时，小朋友们还一起观看了
关于“五水共治”的视频动画，了解了什么
是“五水共治”以及节约用水的方法。

社区工作者也借此机会与家长们进
行交流，询问对社区青少年活动开展的
意见和建议，通过家长来了解孩子们的
兴趣爱好，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活动。
万向城市花园的王女士表示：“能够在自
家小区上这么有趣、专业的课程，免去了
接送的烦恼，希望以后能够经常开展类
似的活动。”

江寺社区开展幼儿公开课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王瑜

本报讯 近日，湖滨花园社区兰心社
内飘出阵阵香味，社区美食达人们正在悉
心制作“感恩美食苹果派”，吸引了社区居
家女性、侨胞侨眷的踊跃参与。

上午九点，活动开始。小潘老师照例
先做示范。苹果切成薄片，经过水煮变
软，再用加了黄油、牛奶、蜂蜜的面团打
底，卷成花朵的形状。成形之后，放入烤
箱烤制，一道西式的饭后甜点——苹果派
就做成了。

随后，兰妈妈们动手体验。按照老师

的配方，将几种原料混入面粉揉面。等苹
果片过好水，面团也揉好了。负责卷花苞
的兰妈妈将一小团面团擀成一个长条，将
苹果片错开叠放，最后一卷，一朵苹果花
就再手中盛开。不一会儿，烤盘上整整齐
齐地码上了大家做好的花朵，就可以进炉
烘烤了。随着清脆的一声“叮”，第一炉苹
果派出炉了。大家一边继续动手，一边和
侨胞侨眷聊着国外感恩节的习俗。

据了解，湖滨花园社区将11月定为
“感恩活动月”，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希望大家对亲人、对朋友、对身边的
人，常怀感恩之心。

湖滨花园社区组织居民制作糕点

城事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