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8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
危害，反而容易诱导吸烟，影响吸烟者戒烟。

不存在无害的烟草制品，只要吸烟就有害健
康。有充分证据说明，相比于吸普通烟，吸“低焦油
卷烟”并不会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中草药卷烟”
与普通卷烟一样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吸烟者在吸

“低焦油卷烟”的过程中存在“吸烟补偿行为”，包括
用手指和嘴唇堵住滤嘴上的透气孔、加大吸入烟草
烟雾量和增加吸卷烟的支数等。“吸烟补偿行为”的
存在使吸烟者吸入的焦油和尼古丁等有害成分并
未减少。“低焦油卷烟”和“中草药卷烟”这些烟草制
品不能降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反而容易诱导吸
烟，影响吸烟者戒烟。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
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烟草制品中的尼古丁可导致烟草依赖，烟草依
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可以显著降低吸

烟者肺癌、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多种疾病
的发病和死亡风险，并可延缓疾病的进展和改善预
后。减少吸烟量并不能降低其发病和死亡风险。
吸烟者应当积极戒烟，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
烟均可获益。只要有戒烟的动机并掌握一定的技
巧，都能做到彻底戒烟。研究发现，60、50、40或
30岁时戒烟可分别赢得3、6、9或 10年的预期寿
命；戒烟10年后，戒烟者肺癌发病风险降至持续吸
烟者的30%～50%；戒烟1年后，戒烟者发生冠心
病的风险大约降低50%，戒烟15年后，将降至与从
不吸烟者相同的水平。

吸烟者在戒烟过程中可能出现不适症状，必要
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戒烟门诊可向吸烟者提
供专业戒烟服务。

峰力助听器26周年店庆感恩巨惠
本公司成立至今26年，专业从事助听

器验配。2022年老店新开之际，联合国际
品牌峰力助听器厂家推出以下优惠活动：

1. 6月28日在萧绍路843号新店内，
特邀瑞士听力助听器工程师陈文林先生来
现场进行一对一服务。

2. 特价验配助听器。买一送一（只送
同款助听器），每门店仅10个名额！

3. 新款助听器（充电款）可用无线蓝牙
直连智能手机，轻松实现刷抖音，清晰看电
视，可现场体验效果。晚上充电，用一整
天，防水级别达IP68级。

4. 助听器以旧换新，旧机折价换新机！

5. 门店常驻国家注册三级验配师，专
注疑难验配调试。

6. 助听器专用电池一元一颗。干燥饼
免费送。

活动时间：6月26日一7月16日
一店：萧山拱秀路235号（城厢卫生院

门口）
二店：萧绍路843号（汽车总站对面，

农行隔壁）
三店：临浦镇峙山西路104号
电话：13606716844 徐主任（可免费

上门服务，先预约，配机减300元）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杭州云飞贸易有限公司所有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佳缘婚介家政
热诚为各年龄阶段单身离异
男女婚恋，异性交友服务、青
年中年老年精英汇聚，各具
优势。特设上门女婿婚姻介
绍。招家装、保姆、散工、开
锁、空调、管道、家教、搬家、
婚 车 等 优 秀 合 作 者
15805811914加州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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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遗失萧山区新街中心
学校（现变更为杭州市萧山
区城东教育指导中心）遗失

票据425份（三联/份），票据
名称：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其中：票据编码302共
200份，号码 1159871726-
1159871750，1460130876-
1460130900，2001859051-
2001859075，2010308576-
2010308600，2010312276-
2010312350，2010312401-
2010312425。 票 据 编 码
42101 共 225 份 ，号 码
1578144476-1578144525，
1578144576-1578144600，
1578144626-1578144650，
1653410176-1653410200，
1653410251-1653410275，
1653410351-1653410375，
1755598051-1755598075，
1755598101-1755598125，
声明作废（遗失）。
●遗失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非
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两

本（每本25份，三联/份），分
别为：票据代码：71101，号码
1901143401—1901143425,
票 据 代 码 ：71101，号码
1901143426—1901143450，
声明作废。
●遗失萧山区益农镇荣盛中
心幼儿园票据25份（三联/
份），票据名称：浙江省行政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票据编码42101，
号 码 1900620351—
1900620375；浙江省政府非
税收入通用票据（机打）49份，

票 据 编 码 11201，号 码
1510683649-1510683650、
1513301854-1513301875、
1510683331-1510683331、
1510683342-1510683342、
1510683355-1510683355、
1510683546-1510683563、
1511569876-1511569878、
1511570181- 1511570181
声明作废（遗失）。
●遗失原萧山区益农镇中心
辅导学校票据725份（三联/
份），发票名称：浙江省行政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编码42101，号
码 ： 1578139401-
1578139425；1578139551-
1578139575；1653401176-
1653401225；1755610001-
1755610125；浙江省行政事
业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
款收据，编码71101，号码：
1651266426-1651266600；

1652298226-1652298275；
1652301401-1652301675，
声明作废（遗失）。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6 月 24 日 9:00-17:
30停临西A065线春元I开
G12临工分线-临工开G11
临工分线：瓜沥镇杭州永兴

酒业有限公司、杭州大园永
鑫化纤有限公司、杭州大园
永鑫化纤有限公司、杭州百
和利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带；
8:45-16:30停通惠变广德
C772线长山开G16长塘分
线：北干街道市政园林、中
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8:30-16:30 停复兴村 2#
变令克：复兴村 2#变；8:
30-16:30 停新螺 A923 线
18/17# 杆 螺 山 村 分 线 开
关：衙前镇螺山村一带、杭
州杭甬运河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杭州东奥羽绒纺织制
品有限公司。

便民热线

杭州萧山临浦镇融资担保服务有限公司，工商注册号：
330181000097653，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解散，并拟向工商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公司已成立清算组，清算组负责人：孙坑法，清算
组成员：傅小云、郑雪成、俞林坚、来金华、朱松华、李灿芳，望有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清算组联系人：孙坑法 联系方式：0571-82482568
通讯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镇政府内

杭州萧山临浦镇融资担保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注销清算公告

启 事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2年7月1日14时在萧山
区金城路560号心意广场2号楼4楼5A11室举行租
赁权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萧山区北干街道兴议村区块零星地块（约2.93

亩）两年租赁权，起拍价：7.618万元/年，保证金：10万
元，履约保证金：14.65万元。

二、拍卖方式：标的采用无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
式。标的限制经营浴室、棋牌、足浴、歌舞、餐饮、洗
车、五金加工、汽车维修等噪声、噪音、占道以及化学
危险物品等业态；经营用途须报委托方批准。

三、竞买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合法注册的企业。报名时，竞买企业需提供

“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
无刑事案查询记录及派出所开具的企业法定代表人
无犯罪记录证明（且不得有治安拘留和行政拘留记
录）。

四、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察勘标的
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以实际看样为准。有意竞买者
请携带有效证件（单位：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公章；代理人须提供授权委托书、身份证明）向指
定账户（户名：浙江广润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浙商
银 行 杭 州 富 阳 支 行 ， 账 号 ：
3310010810120100092371）缴纳拍卖保证金。凭银
行开具的交款凭证于2022年6月30日9:00-16：00
到萧山区金城路560号心意广场2号楼4楼5A11室
办理竞买手续，拍卖保证金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
账。未成交者拍卖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退还拍卖保
证金（不计息）。

五、咨询电话：0571- 63330773、63330788、
63330778、18857186250。

浙江广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拍
租
公
告

为进一步提升萧山南片医疗健康与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拟对萧山区临浦单元XSLP0302-24地块进行选址
（规划条件）论证。本次论证地块位于临浦镇镇区北侧，地块北靠现状水系，东临峙山河，西至临北村，南至开元名
庭酒店，区块面积总计0.76公顷。上述区块内地块规划条件及选址论证方案已由区级相关部门进行审查，地块规
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7月3日在萧山办事服务中心临浦分中心办事大
厅、临浦镇人民政府宣传栏、萧山日报及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建议和意
见。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内来电或书面意见反馈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张先生0571-83686106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路508号）
做地单位电话：金先生0571-82473603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http：//ghzy.hangzhou.gov.cn/
（注：如有对公示内容不清楚的，请向做地单位咨询）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2年6月23日

公
示
说
明

地块编号

XSLP0302-24

用地
性质

B9

性质名称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用地面积
（hm2）

0.76

容积
率
2.4

绿地率
（%）

35

建筑密度
（%）

35

建筑限高
（m）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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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日
晚潮时间

22∶30
22∶51
23∶58
危险

高潮位(米)

4.00
4.00
4.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24日
早潮时间

09∶00
09∶21
10∶28

高潮位(米)

4.20
4.20
4.30

杭州市萧山区科思佳教育培训中心经董事会（股
东）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登记，逾
期未申请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电话：0571-
82701198

为确保萧山区废弃（关停）矿山治理工程建设顺利
实施，加快坟墓迁移工作。现将有关迁迁坟墓事项公
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凡位于杭州萧山孔湖石料厂废弃
（关停）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治理范围内的坟墓（涉
及所前镇孔湖村，具体范围界限详见当地地面标记）。

二、迁坟固定和期限：在此范围内的坟墓必须与
2022年6月30日前到相关村社（社区）村委会（居委
会）办理坟墓登记、确认手续，并完成坟墓迁移。逾期
未迁移的，将视作无坟主处理。

特此公告！
萧山区所前镇人民政府

杭州萧山浦阳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1日

迁坟公告

注销清算公告

萧山区衙前镇建设工矿仓储项目螺东路北侧地块位于衙前镇杨汛村内，本次论证中，01地块东至厂房
用地，西至农田，南至螺东路，北至农田，用地面积0.455公顷，其中一类工业用地0.426公顷、城市道路用地
0.029公顷；02地块东至规划道路，西至厂房用地，南至螺东路，北至农田，用地面积0.48公顷，其中一类工
业用地0.430公顷、城市道路用地0.050公顷。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2年6月23日至2022年7月2日在萧山区衙前镇人民政府、萧山
办事服务中心瓜沥分中心大楼二楼办事大厅、衙前镇杨汛村村委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和萧山
日报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7月2日前来电或书面意见给杭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3697923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2768088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ghzy.hangzhou.gov.cn/

公 示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2年6月23日

项目

萧山区衙
前镇建设
工矿仓储
项目螺东
路北侧地

块

地块编号

01-1 地块

01-2 地块

02-1 地块

02-2 地块

用地性质

M1（一类工业用地）

S1（城市道路用地）

M1（一类工业用地）

S1（城市道路用地）

用地面积
（公顷）

0.426

0.029

0.43

0.05

容积率

≤2.5
--

≤2.5

--

建筑密度
（%）

≤50%
--

≤50%

--

绿地率
（%）

≥20%
--

≥20%

--

建筑高度（米）

≤24m（同时需满足机场
净空要求）

---

≤24m（同时需满足机场
净空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