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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 2019年 12月 8日上午 8:30在良渚第
二中学体育馆举行良渚街道勾庄佳苑回迁安置
摇号活动，请各回迁安置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户口本原件参加摇号。如非户主本人摇号，
需委托他人摇号则受托人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
件、户主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经所在村委证
明的授权委托书参加摇号。（注：若安置户在规定
时间内未参加摇号或到现场后拒绝摇号，将由公
证人员代为摇出房源。）

本次勾庄佳苑回迁安置人口截止时间为
2019年12月7日24:00时止。

特此公告！
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区域发展与治理中心

2019年12月2日

良渚街道回迁安置公告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2月2日——12月3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衣柜里的冒险王 12:40 25元

利刃出鞘 18:40 30元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年，因为

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是本公司的目
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分岗位，现公司向社
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
遇从优，现开始报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商务信息分
类
广
告
微
信
办
理

扫
一
扫

余
杭
晨
报
微
信

2019-12-03 09:30-17:30闲牛H718线寺前公变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云栖村寺前一带；

停电预告

08:40-14:40双竹H567线声贝音响分线后段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黄湖镇：杭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杭州嘉隆
气体设备有限公司、杭州国联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声贝
音响有限公司、杭州荣韵冲压件有限公司一带；08:30-
17:00永玄开关站大井009线中远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01省道 2#路灯变、中友实业公
司、中桥实业公司一带；09:00-16:30美树H579线变电

所侧-美运H57911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
道：美树小区一带；08:40-17:30紫荆H873线洪家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丰硕物业厂、新泰村洪
家一带；08:00-16:00 冯埭G983线-供销汽配厂分线
后段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交通工程队、星
火村九组、杭州东凯实业、人武部靶场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次
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
明材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文一西路1500号未
来科技城行政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571-
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余云强、徐娟 受赠人：吕保凤
不动产坐落 ：余杭区余杭街道南湖丽景花

园芳草苑8幢2单元102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2月2日

征询异议公告

11月 27日,“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规模45亿元，期限5年，由
浦发银行牵头主承销，工商银行联席，募集资金中的
25亿元用于支持科创企业发展，企业类型涉及高端
装备制作、新型显示、芯片等新兴产业；其余20亿元
用于横琴口岸等重点项目的建设。

记者获悉，本期中期票据是全国第一单支持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及科创企业的债务融资工具，票据
发行受到投资者高度认可，认购倍率2.46倍，票面利
率为4.10%，创近期同期限同评级同类企业发行价格
最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

本期中期票据将支持横琴新区双创企业发展和
涉澳重点项目建设，为横琴开发建设提供了有力保
障，有助于深入推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促进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发展，进一步助力横琴建设粤港澳深度
合作示范区。

近年来，浦发银行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相关要求，通过“股债贷一体化”综合服
务，创新适用于大湾区科创企业培育孵化的科技金
融服务方案，以及具有领先优势的自贸区金融服务，
对大湾区跨境金融需求赋能，同时集团子公司协同，
区域内深圳、广州、福州、厦门、香港等分行密切联
动，多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截至10月末，浦发
银行已为大湾区建设提供信贷支持超过 1500亿元、
承销债券近1000亿元。

据浦发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浦发银行将充分
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和优质资源聚集优
势，持续参与并加大金融资源在科创以及大湾区建
设方面的支持力度，加速因地制宜的产品创新和服
务升级,为横琴新区更加积极地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更有力地参与“广州-深圳-香
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全国首单粤港澳大湾区科创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本报讯 （记者 詹有天 通讯员 曹觉
珏）昨天是第 32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
的主题是“社区动员同防艾，健康中国我行
动”。

日前，乔司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在方桥
村组织开展健康义诊、艾滋病防治健康知识
宣传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

血糖；家庭签约医生解答居民在饮食习惯、
健康生活、艾滋病防治、慢病治疗等咨询；红
十字会志愿者普及急救相关知识和技能；计
划生育人员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折页。

此次活动共服务村居民 200余人，血
压、血糖监测 35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折
页及宣传品600余份。

美丽余杭人

本报讯（记者 吕波 通讯员 张晓
菲）日前，余杭一的哥捡到乘客遗落在
出租车上的 10万元现金，未等失主寻
来，主动在第一时间找到失主并将财物
归还，而让人意外的是，粗心的失主丢
失“巨款”后竟完全没发现。

余杭交运公司的哥黄晓东告诉记
者：当天下午3店左右，一名男子在杭州
维多利亚酒店门口坐上他的出租车前
往市三医院公交车站。对方上车时，将
背包放在副驾驶座位下面。等他将该
乘客安全送到公交站后，男子下车，而
他将车开走继续做生意。

在车辆行驶一段路后，黄晓东发现
了副驾驶座位下面的背包，于是靠边停

车，打开一看，里面竟是厚厚的一叠人
民币，捆扎整齐，数了数，有整整10万元
整，数额如此巨大令黄师傅意识到事情
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刻将包收起来妥善
保管好，调头返回刚刚乘客下车的市三

医院公交车站，试图碰碰运气。果不其
然，失主还在公交站台上。但令人想不
到的是，这位丢失“巨款”的“马大哈”竟
然浑然不知自己的包落在出租车上。
在与黄师傅当面确认过失物及 10万元
整的现金后，失主盛先生接过背包，连
声道谢，他说：“这笔款项是工作款，如
果丢了后果将不堪设想，感谢黄师傅帮
我避免了如此巨大的损失。真是太感
谢了！”

黄晓东今年 40岁，建德人，从事客
运出租行业已有 6年多时间，他表示自
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把失物
归还失主是一件平常且应该做的事，能
够帮助到乘客，自己也感觉非常开心。

本报讯（记者 童江平）近日，家
住河南埭路的鲍大伯打进晨报“我要帮
您”百姓热线寻求帮助。鲍大伯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他捡到了一部白色的OP⁃
PO手机，想通过热线帮忙寻找失主。

大伯名叫鲍炳泉，他向记者讲述了
捡手机的经过：“早晨 8点 20分，我到沃
尔玛旁边的报刊亭买一份《余杭晨报》，
刚准备过红绿灯时，看到停车位上有一
部白色手机，我怕被过往车辆轧碎，就
赶紧捡了起来。”在原地等了一会儿，鲍
大伯也没见有人来认领，他只得向热线
求助。

在记者采访期间，失主打来电话，
鲍大伯告知其所在的位置，并表示会妥
善保管好手机。

过了一会儿，一名男子急匆匆赶
来。该男子告诉记者，这部手机是他双
十一花 1900元在淘宝上买的。为了证
明自己是失主，他当场演示了面部识别
功能，成功解锁手机。据了解，失主姓
金，他是到早餐店买包子时才发现手机
不见的，于是借用同事的手机拨打了自
己的电话。

“还好是大伯您帮忙捡到了，这里
面有重要的数据文件，万一不慎遗失，
我这几个月的工作就白做了。”说完，小
金向鲍大伯鞠了一躬表达由衷的谢意。

本报讯（记者 凌怡 通讯员 冯健）日
前，宁波银行杭州良渚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正
式开业。这是继机构实现区域全覆盖之后，
宁波银行在杭州开设的第21家经营机构，也
是在余杭区设立的第三家营业网点。

作为推动金融服务重心下沉的有效举
措，良渚支行的设立成为宁波银行杭州分行

开启“本土银行”战略布局升级的重要标
志。支行开业后，将秉承总分行特色化经营
道路，积极落实各级政府、监管部门支持民
营、小微企业的政策，持续优化和创新融资
产品，拓展服务渠道，强化普惠金融支持力
度，打通宁波银行产品、服务与当地小微客
户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记者 童江平）今年 36岁的朱利良是
余杭区公安分局余杭派出所副所长。与妻
子施燕萍结婚十一年，两人一直相亲、相敬、
相爱，对待双方父母孝敬有加。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说家是一个人努
力和成长的原动力一点不为过。朱利良在
一线工作 14年，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 3次，
获个人嘉奖 7次，被评为杭州市扫黑除恶先
进个人，“马天民式”民警等荣誉。在这些荣
誉的背后，是家和妻子给予的坚强后盾。

丈夫说“时刻不忘入警誓言”

在同事眼中，朱利良是一个“工作狂”。
在五常派出所的三年里，他所在的团队承担
了所内60%以上的刑事案件，包揽80%以上
的疑难案件和10人以上的团伙案件。

朱利良破获的刑事案件错综复杂，有些
至今仍被作为打击处理犯罪案件的经典。
2018年 8月，朱利良在没有脱产专案、没有
技术支撑的情况下，成功独立移送起诉一个
小区服务队犯罪集团，移诉犯罪嫌疑人 14
名，被作为全市扫黑除恶样板。

今年 7月，朱利良调至余杭派出所担任
副所长。一上任就被赋予刑侦、治安打处的

“双主官”责任。每周、每月都要召集治安、
刑侦民警和队员召开小结会议，详细了解每
位民警的工作难点和进度，以大局观念分析
研判案件。如：此前破获的宓某等人聚众赌
博案、贾某等人贩毒案等案件，都严惩了辖
区涉赌毒违法犯罪。

妻子说“对丈夫应该理解支持”

“警嫂”施燕萍是中国建设银行瓶窑支
行的普通员工。记者见到她时，身怀二胎的

她以柔弱的双肩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孝
敬双方父母。施燕萍的公婆常年患病，经常
要去医院，她怕丈夫在执行任务时有后顾之
忧，所以每次都是独自带公婆就医看护。

2018年 11月，朱利良因高强度的连续
作战导致胃出血住院，施燕萍只能家里医院
两头跑，既要帮着丈夫瞒住公婆，编好“善意
的谎言”，又要去医院照顾滴水不进的丈夫。

今年 1月，儿子朱施文期末考试期间反
复高烧，银行又赶上年底核算。当时，朱利
良正忙于办案在外出差，施燕萍只能每天起
早贪黑，顶着单位加班加点的压力悉心照顾
儿子和家庭。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施燕萍
无怨无悔、倾尽全部。

儿子说“父亲是我学习的榜样”

朱利良虽然平时工作忙，但从不忘年事
已高、体弱多病的父母，隔三差五总要带着
妻儿回家看望，这给儿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施文说：“爸爸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夫妻俩一直遵循
“百教德为先，欲成才，先成人”的教育原
则。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朱施文从小勤奋
好学，从不给父母添负担。在学习中，屡获
中泰小学年级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在才艺
兴趣上，朱施文热爱弹奏吉他，父母在家时
也会听儿子弹奏乐曲。周边邻居只要一提
起朱施文，都不禁竖起大拇指。

说说我的拾金不昧的余杭“雷锋”
10万元现金遗落车上 的哥第一时间找到粗心失主

捡到手机请百姓热线找失主 为这位热心大伯点个赞

百姓热线

扫码进入晨报融媒体
线上平台给我们留言

新闻线索一经采用将有报料奖金

关注民生 服务群众

0571-86185186
我要帮您

家有贤内助 家庭更和谐

宁波银行杭州良渚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正式开业

打通与小微客户需求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 李雪红 通讯员 陶
蕾）如今，许多大学生走上创业之路，然而
创业之路并非坦途，尤其是对涉世未深的
大学生而言，许多“陷阱”值得警惕。

2015年初，尚在读大学的张某创办了
A网络科技公司，主营在线教育等业务，公
司设立之初虽艰苦，但看着公司经营渐入
轨道，张某内心欣喜无比。

2015年年底，有投资机构找到张某，称
看中A网络科技公司的发展前景，愿意投
资 150万元入股，融资后公司估值将达到
1000万元，随后双方签订投资协议。

两年后，A网络科技公司经营业绩不
佳，投资机构意欲退出公司，提出希望将股

权转让给张某，为此双方签订了一份转让
对价为投资本金加利息的股权转让协议。

后投资机构诉至余杭法院，要求张某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90万元及相应违约
金。张某辩称，考虑到创业初期投资机构
给予的支持，他没有深思熟虑就在投资机
构拟定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主要是为
配合投资机构募集下一期基金而“帮个
忙”，当时公司已处亏损状态，就股权转让
价值双方未作协商，投资方告知其不会以
该协议提起诉讼，自己信以为真，以为该股
权转让协议仅是投资机构用来给其他投资
人看看的。

法官审理后认为，虽财务报表显示，在

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公司已处亏损
状态，而且张某在协议签订时还是在校大
学生，但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
时又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理应承担因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张某
的相关抗辩并无证据证实，不予采纳，A网
络科技公司投资机构与张某签订的股权转
让协议合法有效。日前，法院作出最终判
决：张某支付投资机构股权转让款 190万
元及相应违约金。

张某“创业梦”的破碎，给更多心怀“创
业梦”的大学生敲响了警钟。承办法官告
诫，凡事多问“为什么”，切莫轻信大意；凡
事一步一个脚印，切莫急于求成。

一念“帮个忙”掉入一“陷阱”

一大学生“创业梦”的破碎之路

乔司街道开展“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