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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宋泰工程技术（杭州）
有限公司法人章，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铭松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法人章，声明作废。

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
压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
究，已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
茫、焦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

专业咨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
萧山。一对一听你倾诉，用
专业客观的理性分析，帮你
疏导、解惑——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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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房租出租
萧山市心南路127-129

号新世纪广场A座1楼2间
沿街店面出租，640平方米，
有意者请联系：吴女士，
15325818203

萧山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8月7日 8∶30-12∶30
停越王变越三A006线头陈
开G14金晟房产：萧山区城

厢街道杭州金晟房地产开发
（1321440938）及其周边一
带；13∶30-16∶30停越王变
越三A006线头陈开G15中
豪建设：萧山区城厢街道杭
州 中 豪 建 设 工 程
(1321468205) 及其周边一
带；8∶30-16∶30停越王变
湘风A022线西虹开G16西
兴泵房：萧山区城厢街道杭
州市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
业管理处(1321301808)及其
周边一带；8∶00-17∶00佇
综合柜低压A路、B路分支
开关及闸刀：义桥镇西山村
3组等一带。

便民热线

房产信息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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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晚潮时间
15:00
15:14
16:47
危险

高潮位(米)
5.40
5.30
5.1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7日早潮时间
02:20
02:34
04:04

高潮位(米)
5.60
5.50
5.25

序号

1
2
3
4
5
6

标的

红泰三路72、74号
红泰三路76、78号
红泰三路80、82号
红泰三路84、86号
红泰三路88、90号
红泰三路92、94号

面积（平方）

102.91
99.87
99.87
99.87
99.87
97.20

起拍价（万元）

3.80
3.62
3.58
3.58
3.58
3.45

序号

7
8
9
10
11
12

标的

红泰三路98号
红泰三路100、102号
红泰三路104、106号
红泰三路108、110号
红泰三路112、114号
红泰三路116、118号

面积（平方）

53.39
97.20
99.87
99.87
99.87
99.87

起拍价（万元）

1.84
3.45
3.55
3.55
3.55
3.55

拍卖标的均为房屋租赁权，租期均为5年，自
2020年11月1日—2025年10月31日。所有标的
均位于萧山区红垦农场红泰三路，每一标的的起拍
价均指该标的1年的租金，前3年租金总额为成交
价，一次性付清，后2年租金在第3年租期到期前1个
月付清。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8月13日9：30；萧
山区建设一路1699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8月6、7日；
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0年 8月 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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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元/
标的，保证金不计息。

五、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萧山支行，账号：
9504122111858。保证金必须于2020年8月12日
15∶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拍
卖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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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司机朋友：
为响应和配合政府部门的拆迁工作，我司

新城路加气站将于2020年8月6日正式停运。
停运后于2020年8月7日至8月21日每日8:
30—20:30 在新城路加气站（萧山区新城路
1485号）内进行加气卡余额退还，电话0571-

83682622,特此告知！
感谢司机朋友对新城路加气站工作一直以

来的支持，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
意，敬请谅解！

浙江华油天然气有限公司
2020年8月5日

告

知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爱婴博士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301093216898142）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13588170199。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艾弗幼儿园（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330109MJ88489028）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
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45日内，向清
算组申报债权。清算组电话：1807281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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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项亚琼 实习生 单伊丽

本报讯“我最爱吃红烧鸡翅，也希望
把这道菜做给爸爸妈妈吃，成为一名‘小厨
神’。”“我能报名吗？我只会做一道菜——
番茄炒蛋。”……

这两天，本报新闻热线82654321接
到了不少小读者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的
声音，有自信满满的，也有怯生生的。宝贝
们，其实你们来参赛已经是最棒的了！现

在还有参赛名额，符合条件的“小候鸟”们
赶紧来报名吧。

“因为工作原因，很少有机会带孩子外
出。看到‘萧候鸟’公益活动的消息后，我
就动员女儿来试试，平日里的手艺有了展
示的舞台。”城厢环卫所环卫工人姚叶霞来
电为女儿报名，她告诉记者，女儿小小年纪
便烧得一手好菜，是个生活中的“好帮手”，
同时也心疼孩子小小年纪便离开父母，承
受了同龄人中不该有的心酸。

除了环卫工人，还有厨师、快递小哥、
建筑工人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询问比赛的
相关细节。在这里，我们再强调下本次“萧
候鸟”公益活动的相关情况：

这一次邀请20名手握厨艺的“小候
鸟”，参加由本报主办的招商闻博花城杯

2020少儿厨王争霸赛“小候鸟”专场，定于
7日13:00—16:30在招商闻博花城展示
中心（建设一路与博奥路交叉口）举行。

报名参加活动的“小候鸟”年龄范围在
6—14岁，参加活动的家长必须是在萧山
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注意的是，参
赛的“小候鸟”需自备菜品原材料（在家中
洗净切好带至现场）及装菜的碗盘，菜品的
烹制时间控制在20分钟内。

经过前期的报名，目前尚有少量名额，
符合条件的“小候鸟”们赶紧让爸爸妈妈拨
打本报热线82654321来报名吧。厨艺比
赛结束，我们还将从报名的20名“小候鸟”
中选出一、二名小厨神，一起走进他（她）的
家中，见证孩子为爸爸妈妈做饭的点点滴
滴，分享这一家人在萧生活的酸甜苦辣。

暑期里，很多小朋友到舞蹈班学习跳舞，一个小女孩充满好奇也想跟着学。特约通讯员 张祥荣 摄

文/摄 首席记者 何可人
实习生 史舸扬 通讯员 潘祉羽

本报讯 近日，瓜沥的董阿姨向记
者反映，自己拿着一些硬币想去银行
换成纸币，没想到接连碰壁。“明明是
人民币，为什么银行不给兑换呢？”

董阿姨手中的这些硬币是1997
年1角硬币，她先后去了萧山农商银
行瓜沥支行明朗分理处和中信银行江
东支行，结果两家银行都说不能兑
换。董阿姨说，她总共有二三十元这
样的硬币，虽然钱不多，但换不了纸币
让她纳闷。

记者了解到，这款1997年1角硬
币属于目前已经退出流通的第四套人
民币。该款硬币的正面图案为国徽，
背面图案为菊花，因此人们习惯称它
为“菊花1角硬币”。其材质为铝镁合
金，外形为外圆内凹九边形，属于边缘
异形币。

记者随后咨询了上述两家银行。
萧山农商银行瓜沥支行明朗分理处工
作人员说，由于这款硬币已经退出流
通，按其总行规定，他们不再提供兑换
服务。不过，董阿姨可以去人民路
258号的萧山农商银行营业部兑换。

中信银行江东支行给出的回答
是，根据其总行通知，中信银行不再接
收这款硬币的兑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流通
中的人民币任何单位不得拒收。那么

对于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该如何处
理？记者咨询中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
获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
第6号，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包括
100元、50元、10元、5元、2元、1元、2
角纸币和1角硬币，已于2018年5月
1日起停止在市场上流通。公告同时
还公布了2018年5月1日至2019年4
月30日为第四套人民币部分券别的
集中兑换期，在此期间，其持有者可到
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办理兑
换。如果市民现在手中还有已停止流
通的第四套人民币，可以到指定银行
兑换，具体为中国工商银行萧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萧山分行、中国银行萧
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萧山支行和萧
山农商银行营业部。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萧山支行正
组织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
知识宣传进社区”和“创建模范机关 提
高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主题活动，深
入集市、社区、农村、企业，为市民提供
不宜流通人民币兑换、人民币真假鉴
定、新版人民币知识宣传等服务。

■记者 蒋超 通讯员 萧司

案例：

从学生时代携手走入婚姻殿堂，
家住萧山的小王（化名）与小李（化名）
原本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然而，由
于小王过分强烈的购物欲望，导致婚
姻生活起了波澜。

2015 年，夫妻俩获得了一笔数额
不菲的补偿款。生下女儿后，妻子小
王爱购物的性格并未有所转变，反而
动辄买下价值几万元的名牌包包、珠
宝项链，还十分热衷于闺蜜们组团的

“血拼旅行”。
去年11月的购物节，小李发现妻

子竟然“剁手”了总额高达 12 万元的
商品，这其中还有 7 万元来自某网贷
平台。粗略统计，4年时间里小王竟消
费了150余万元！

那么，在不离婚的前提下，丈夫小
李能否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小王名下
所占有的财产，从而避免一家人的生
活陷入窘迫呢？浙江王建军律师事务
所的朱俊律师对此进行了分析。

律师说法：

婚内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原则上，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

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生产经

营投资收益等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并且，现行的婚姻法为了维护
婚姻关系的安定性，并不鼓励夫妻双
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分割共同财产。

但是，婚内并非一概不得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
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
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
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
为的；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
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
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本案中，妻子小王在较短的时间
内支出了大额的家庭存款，且其目的
并非基于正当合理的个人或家庭支
出，给丈夫小李的权益乃至整个家庭
的正常生活造成了较大影响，可以认
定其行为构成了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而小李基于与妻子小王的感情生活并
未完全破裂，并考虑到女儿年幼，出于
家庭完整性的考虑不选择离婚，婚内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一选择是值得尊
重的。

■首席记者 项亚琼 通讯员 陆路捷

本报讯“这个自助服务机，给我们上
班族带来了很多便利，周末也能来办理
了。”近日，在北干街道中誉新城社区二楼
大厅，居民们只要带上一张身份证，通过

“最多跑一次”综合自助机，只需几分钟就
能在家门口办理好相关业务。

居民倪女士在家门口体验了这台自助
机带来的便利。只见她把身份证放在自助
机上轻轻一刷，经过摄像头的人脸识别后，
便进入业务办理页面。她在屏幕上选择

“我要打印”选项，再选择“社保参保证明查
询打印”，不到半分钟，就查到了自己的参
保信息，并打印了出来。她说，出门一趟的
话办理至少要半个小时，如今家门口便捷、
高效的服务让她很满意。

记者注意到，这台自助机的主页面共
有八大功能：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市民
卡、交通出行、生活服务、户籍护照、医疗教
育、工商税务等。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台综合自助机
是杭州市“最多跑一次”的延伸，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办理相关事务。“比如以前居民

办理港澳通行证，要跑到区行政服务中心
办理，如今在这台机器上就可以完成前期
的材料递交，办理好的证件可以到实地领
取，也可邮寄到付。”

记者从运维自助机的公司了解到，目
前全区已陆续安装了500多台类似的综合
自助机。综合自助机是24小时为居民提
供服务的，它就像银行的存取款机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自助服务机还坚持“一事一
评”的原则，用户每办理一次业务，系统就
会弹出评价窗口。居民不满意的地方，后
续将进行改进。

感恩父母 明天“小候鸟”厨艺大比拼开赛
还有少量名额等你来参加

练舞

24小时自助服务机进社区 办事越来越方便

硬币换纸币接连“碰壁”银行这样说

第四套人民币1角硬币

妻子4年时间挥霍150万元
丈夫该如何在婚内维权？

微言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