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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推动未来社区建设，加快城市化

建设进程，对杭州钱江文化创新单元万向社

区实施单元地块进行选址论证暨控制性详

细规划局部调整，规划范围东至长山直河，

南至东塘河，西至耕文路，北至规划钱江二

路。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自2021年7月

22日至2021年7月31日进行公示。详细资

料可登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ghzy.hangzhou.gov.cn/），或在萧

山科技城管委会一楼进行现场查询。如有

意见，请于公示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科

技城管委会311室，邮编311200，或发送电

子邮件至kfqgh123456@dingtalk.com。

联系电话：0571-83510832

联系人：吴先生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1年7月22日

公示说明

●遗失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
墅上王村和谐家园公益服务
中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52330109MJ8844768Q)，
声明作废。
●遗失徐仙美商业城 10-
1-6号2017年3月24日开

具文明经营保证金，号码：
0033075，金额：1000元，声
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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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7 月 23 日 8∶30-13∶

00 检修德圣 A464 线 29/
07/02#杆蓝天鹤舞开关、
29/07/04#杆萧顺交通开
关：萧山区党湾镇浙江蓝天
鹤舞控股、杭州萧顺交通工
程一带；9∶00-12∶00检修
党镇C668线 28#杆麦莎分
线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麦莎玻璃卫浴、杭州知茗实

业、解放村一带；13∶05-17∶
30检修万景C880线振宁Ⅰ
开卫邦分线01/09#杆开关：
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萧山宁
围新华股份经济联合社等一
带；8∶30-15∶30检修长安
C281线安雅开黄山村分线
10/01#杆黄山村 17#变令
克：萧山区新塘街道杭州萧
山诗铭羽绒制品、杭州萧山
康德汽配。

便民热线

启 事

杭州市萧山区贝倍优培训学校经董事会表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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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电话18067916008。

杭州市萧山区贝倍优培训学校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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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7月22日晚潮时间
11∶30
11∶45
12∶37
危险

高潮位(米)
4.40
4.30
4.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23日 早潮时间
23∶10
23∶26
00∶18

高潮位(米)
5.40
5.30
5.20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于2021年7月
30日10:30在本公司拍卖厅向全社会公开拍卖下列标的：

标的1：位于杭州萧山闻堰街道王家里村（原杭州天荣
化工有限公司）厂区内部分闲置资产（详见杭信丰评报字
[037]号评估报告明细表），起拍价16.3万元，拍卖保证金3
万元。（竞买人仅限于经营范围有再生物资回收资质的企
业法人）

标的2：位于萧山区眉山路508号（少儿公园内）游乐
配套设施（详见杭信丰评报字【2021】029号评估报告明细
表），起拍价0.48万元，拍卖保证金0.1万元。

保证金请在报名截止日16时前汇入：浙江天丰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
银行城厢支行）。

有意向的竞买人随带相关资料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凭
证，于2021年7月28、29日（09:00-16:00）在萧山新世
纪广场C座805室报名。

标的物现场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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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于2021年7
月30日9:30在本公司拍卖厅向社会公开拍卖位于所前
镇新达路156号1幢2层房屋5年租赁权，面积约1096.1
平方米，起拍价20.01万元/年，拍卖保证金2万元，请在报
名截止日16时前汇入：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

注：1、委托方对经营范围有业态限制，标的用途为办
公；2、成交价为首年租金，租金逐年递增3%，1年一付，
先付后用。

有意向的竞买人随带相关资料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凭
证，于2021年7月28、29日（9:00-16:00）在萧山新世
纪广场C座805室报名。

标的物现场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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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2日

拍
卖
公
告

■记者 盛凤琴 实习生 倪振雷
通讯员 孔林 洪斐 邹紫 徐晓清

夏季一到气温持续攀升，很多孩子喜
欢到水里游泳、戏水、消暑，加大了溺水事
故发生的概率。昨日，记者从区医疗急救
指挥中心了解到，7月1日以来，120已接
到溺水报警电话6起。

3岁孩子掉进河里，
被发现时人已经浮在水面

“快来救人啊，孩子掉河里啦……”7
月17日16点多，一阵阵焦急的呼喊声打
破了村子宁静的下午，家住衙前的王奶奶
（化名）3岁大的外孙小雨（化名）意外落水
了，当王奶奶发现时，孩子已经浮在了水
面。

回想起当天发生的那一幕，王奶奶感
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她说：“孩子要是有
个三长两短，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原来，在王奶奶家后面有一条小河，
为了安全起见，王奶奶经常把围墙后面通
往小河的一扇小门锁上。事发那天下午，
王奶奶和孩子一起在楼上看电视，看着看
着，小雨下楼玩了。王奶奶还以为他会在
楼下玩玩具。几分钟后，等到王奶奶下楼
找他的时候，发现楼下空无一人。后院围
墙的小门居然开着，岸边还留着小雨的裤
子。

这让王奶奶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
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王奶奶在河
里发现了小雨。此时的她顾不得自己的
安危，边哭边喊救命，跳入水中一步步向
小雨走去，那时水都没到了她的脖子。

王奶奶说：“孩子救上来后都没有呼
吸，整个人脸色都是乌黑的，好在有邻居
看到立马过来帮忙。”好心的邻居把孩子
送到了就近的衙前镇卫生服务中心，但因
为情况危急，孩子又被转到了浙江萧山医
院进行急救。好在有惊无险，通过一系列
急救后，小雨的生命体征平稳，呼吸心跳
也恢复正常。

通过治疗，小雨又恢复了往日的活
泼。据萧山医院儿科医生许慧表示，目
前，小雨的检查报告显示孩子肺部还有点
炎症，考虑是吸入性肺炎，需要进一步治
疗，不过用不了几天他就能出院回家。

对于小雨和他的家人来说，这场风波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看到日渐恢复的外
孙，王奶奶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她连
连说：“看孩子责任重大，以后真的要千万
小心了……”

夏季溺水报警频发，
这些急救知识谨记心头

夏季溺水报警频发，从我区医疗急救
指挥中心的接警电话统计显示，2020年，
萧山全年的溺水报警电话有55起，其中7
月1日至9月1日的共有16起，占全年溺
水报警总数的29.1%。今年以来，溺水报
警电话已达22起，其中7月1日以来就有
6起，在这6起接警电话中，孩子溺水的就

占了二分之一。
据120接警电话信息显示，7月12日

14点，新塘发生一起儿童溺水事故，经抢
救已无大碍；7月18日15点多，某广场的
游泳馆发生儿童溺水事故，经抢救也无大
碍。

不要以为只有孩子会溺水，其实大人
也会出现溺水的情况。

7月6日，在瓜沥盛家坞山塘出现溺水
事故，一男子溺水身亡。尽管岸边竖着一
排防护栏，而且防护栏上挂着好几块告示
牌，告诫大家不要在这个地方游泳，但还
是有不少人在游泳，很多家长还带着孩子
一起游泳。7月15日，临浦70岁的老太太
在河边提水时失足落水，发生呼吸衰竭、
休克等症状，目前仍在区一医院救治。

当发现有人溺水，应该如何正确施
救？

对此，萧山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师资
队副队长朱铁飞表示，溺水施救遵循四大
原则：信息优先，工具优先，团队优先，岸
上优先。即一旦发现有人溺水，第一时间
大声呼救，让多人共同参与施救，同时拨
打110、120求助。非专业救援人员，不建
议下水自行营救溺水人员。可以借助身
边的物品，如竹竿、木棍等，在保证自己位
置安全的基础上拉回溺水者，或将泡沫

块、救生圈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切记，
施救者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

对已救上岸的患者，需要进行哪些急
救处理？

1.判断意识，将溺水人员营救上岸后，
首先判断患者意识情况。

2.若溺水者有反应，有呼吸，注意保暖
和安慰病人，尽早脱下溺水者身上的外
套，避免潮湿的外套带走身体热能，产生
低温伤害，陪护等待120的到来。

3.若溺水者无反应，立即确认是否已
经拨打了 120，并让身边的人尽快取来
AED。首先用5-10秒观察胸腹部是否有
呼吸起伏，清除溺水者口腔内的水草、泥
沙等异物。如有呼吸起伏，将病人置于稳
定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注意保暖。

如没有呼吸或仅有喘息样呼吸，则尽
快给予5次人工通气，每
次吹气1秒钟，确保能看
到胸廓有效的起伏运
动。然后立即进行胸外
按压，胸外心脏按压30
次和人工呼吸2次交替
进行，尽快获得AED并
尽早除颤。严禁各种方
式的“控水”，因为控水只
会延误心肺复苏的时机。

夏季溺水频发 近半个月发生6起事故
溺水施救四大原则：信息优先、工具优先、团队优先、岸上优先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沈明芳戚天琪

本报讯 近日，在区精神卫生中
心，陈记（化名）隔着玻璃望见哥哥陈
杰（化名）的那一刻，内心的喜悦和悲
痛如潮水般涌上来。喜悦的是，原来
自己的哥哥还在人世；悲痛的是，原先
意气风发的哥哥，如今已是两鬓斑白，
佝偻着身子。

陈杰出生于1955年，今年67岁，
温州苍南人。为了养活家里的弟弟妹
妹，他年纪轻轻就跟着老乡到外省打
工赚钱，1993年却因精神出现问题被
送回老家。后来，陈记带着哥哥多次
去医院治疗，但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有一天半夜里，迷迷糊糊的陈杰出门
后就再也没回家。陈记带着家人到处
寻找，始终没有找到哥哥。年迈的父
母悲痛万分，在陈杰失踪数年后相继
离开人世。

2009年12月30日17时许，萧山
区河上镇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求助电
话，称有一个身份不明、衣着单薄的老
人睡在长春社区门口。此人就是陈
杰，当时他身无分文，言语不清，疑似
有精神障碍，遂被送到萧山区救助管
理站寻求救助。

12年来，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一直
坚持为陈杰寻亲，由于所知的信息有
限，只能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人脸比
对。直至今年7月，在萧山刑侦大队的
帮助下，救助站找到了陈杰的疑似亲
属——陈记。

接到救助站的电话后，陈记第一时
间赶到萧山。由于兄弟俩已经失散28
年，且陈杰一直未结婚生子，萧山刑侦
大队为两人做了DNA鉴定。第二天鉴
定结果出来了，陈杰果然就是陈记的亲
哥哥，陈记按程序办理了接领手续。尽
管“失踪”多年的陈杰已记不得这些年
遭受的种种，但当他再次用方言与弟弟
交流时，可以看出他依然记得这份亲
情。看着兄弟俩相认的感人场面，救助
站的工作人员也感慨万千。当天下午，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兄弟俩踏上了回
家的列车。

近年来，除了重视对求助人员的
救助和安置，救助站特别关注“寻亲”
工作，想方设法拓展寻亲渠道。除了
传统的“寻亲”方式，包括在媒体上刊
登寻亲启事、电话询问、与周边城市救
助管理站之间互通信息等，还启用了
互联网+、DNA比对、人脸识别等“黑
科技”。DNA比对的弊端就是要受助
者的家人报案且留下血样，这样才能
将血样输入系统进行比对，比较被
动。而人脸识别相对来说成功率比较
高，但也需要工作人员不断进行综合
分析和研判。

截至目前，区救助站已有9人通过
人脸识别找到了家人，8人已成功回
家，1人待送。同时，救助站对所有滞
留人员开展照片信息采集，并输入警
方的数据库，方便进行比对核实，以尽
快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亲人。

滞留救助站12年 离家28年
流浪人员终与家人团聚

日前，区体育馆场内灯光音响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正在进行设备调试。据悉，
2022年这里将承办第19届亚运会足球和举重两项赛事。 记者 丁毅 摄区体育馆设备调试

今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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