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薪加薪16号

广发多添利

广银安富

薪享事成

安邦和谐安赢

安邦和谐安赢

期限

91天

91、182、371天

40-364天

92天

2年

5年

性质

保本

非保本

非保本

非保本

保本保息

保本保息

预期年化收益

3.9%-4.1%

4.70%

4.4-4.6%

4.80%

4.20%

5.30%

起点金额

5万

5万

5万

5万

1万

1万

遗失声明

淳安县鸠坑万岁岭茶叶专业合作社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证号：G1233012702050180C，声明作废。

2017年2月28日

淳安县千岛湖二手车交易市场遗失《市场名称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3301271003，声明作废。

2017年2月28日

方菊莲和唐建立遗失儿子唐杰2017年2月28
日以前所开的所有的《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2017年2月28日

淳安县浪川乡遂徐家庭农场遗失公章一枚，公章
编号：3301270072911，声明作废。

2017年2月28日

现有淳安姜家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开发的文
渊家园小区剩余部分跃层面向社会公开销售。具
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源
该跃层位于淳安县姜家镇文渊家园小区内，

跃层总共16套。户型面积为140平方米左右。
二、销售价格
单价：3400元/平方米
三、购房地点：淳安姜家产业区块管委会二楼。
四、购房时间：自2017年2月24日起（休息日

除外），售完截止。
五、咨询电话：0571-64862333。

淳安姜家房地产建设有限公司
2017年2月24日

文渊家园小区跃层销售公告

科普之窗

本栏目由淳安县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一、饭后先让肚里的食物消

化一会儿，半小时后再上路。二、

改自由散步为健步走，抬头挺胸

收腹，两手随步伐自然前后摆

动。三、速度以不觉累后背微热

为宜。四、行走时适当调整呼吸，

尽可能坚持深而慢的呼吸。五、

持之以恒，除去恶劣天气，一般坚

持天天锻炼。

方抵敌 辑

健步走治足跟痛

东芬大学刊登在《美国临床营

养杂志》上的研究称，早餐吃鸡蛋

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研究人员

称，鸡蛋中含大量蛋白质、维生素

及丰富抗氧化剂，可改善大脑前额

叶功能。此外，鸡蛋中的维生素E

降低心脏病发作风险，叶黄素则可

防止动脉堵塞。 方抵敌 辑

早餐吃鸡蛋健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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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周雅婷
···

“气温一上来总感觉困困

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胃病

又犯了”、“我这是怎么了，莫名其

妙心情不爽，特别浮躁”……这几

日，随着天气回暖，白昼变长，春

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人们的状

态也发生了改变。

记者采访了县中医院治未病

中心何主任，她介绍，在黄帝内经

中，春天是生发的季节，无论是植

物、动物还是微生物都会在春季更

有生命力。对于人来讲，春天是阳

气上升的季节，也是肝火很容易旺

盛的季节，人们容易犯春困、脾胃

不适，不少人还会有情绪病。

“中医其实是一门哲学，讲究

的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应

四时调节阴阳的养生法则，中医

理论认为肝属木，与春季相应，肝

气旺于春，所以我们应保持自己

的心情舒畅，努力做到不着急、不

生气、不发怒，以天地之气助人体

阳气生长，使肝气得以条达。有肝

脏疾患的人，更要做到‘恬然不动

其心’，保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防

止心理疾病的发生。”何主任说。

除此之外，在这个乍暖还寒、

万物复苏的美丽春天，我们在日

常生活起居和饮食方面该怎样"

顺时养生"呢？杭州市基层名中

医叶正茂介绍说，春季养生衣食

住行都应该有所讲究。衣：春天

乍暖还寒，人体阳气又未充盛，易

受风邪之侵，所以我们春天要多

“捂”一下，避风邪；食：有鉴于“春

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简单

地说可以适当吃些甜食，避免吃

酸食，饮食要清淡，不要吃隔夜饭

菜，多吃一些韭菜、葱、蒜、蒿、芥

等辛嫩之菜；住：与冬天相比，要

夜卧早起，披散开头发，解开衣

带，使形体舒缓；行：放宽步子，在

庭院中漫步，沐浴温暖阳光，以适

应春天升发之气，补充机体阳气。

针对许多人在春天容易犯

困，何主任告诉记者，春季人体

肝气旺，脾气相对不足，易见精

神倦怠、嗜睡，推荐几款甘凉而

兼芳香辛散之气的花茶有利于

散发积聚在人体内的冬季寒邪，

同时浓郁的茶香，促进体内阳气

生发，令人神清气爽、五内通畅，

可使“春困”自消，从而能缓解春

困带来的不良影响，提高工作效

率。比如——

菊花茶：清肝明目，对眼睛劳

损、头痛、高血压等均有一定作

用。每天午餐后用五六朵杭菊花

冲泡连续饮用3个月可见效。冲

泡时，加少许蜂蜜口感更好。

金银花茶：清热解毒、疏利咽

喉，可治疗病毒感冒、急慢性扁桃

体炎、牙周炎等病。配制时选金

银花10克沸水冲泡频饮。

柠檬茶：顺气化痰、消除疲

劳、减轻头痛。而其做法也非常

简单切新鲜柠檬2—3片，加1克

盐再用热开水冲泡。此茶要趁热

饮，冷了味道会变苦。

玫瑰花茶：玫瑰花能凉血、养

颜，所以有助改善干枯皮肤之作

用。由于玫瑰花茶有一股浓烈的

花香，治疗口臭效果也很好。玫瑰

花茶还有助消化、消脂肪之功效，

因而可减肥，饭后饮用效果最好。

枸杞茶：能滋肾、养肝、润肺、

明目、强壮筋骨、改善疲劳。对长期

使用计算机而引起的眼睛疲劳尤为

适宜。配制时只需十几粒枸杞加热

水冲泡，连续饮用两月见效。

“宝宝”有点小情绪
春季养生来支招

家务百事

张念龙
···

结婚前，我还存在大男子主
义的思想，认为家外是男人的，家
里是女人的。看到朋友家里家外
的，有时老婆一个电话，就乖乖地
回了家，对此我还嗤之以鼻，却不
曾想过结了婚的自己也彻头彻尾
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
朋友开始奚落我说：“花喜鹊，尾
巴细，娶了媳妇忘了兄弟。”

母亲年纪大了，做菜不是咸
了就是淡了，不是油多了就是油
少了，所以，我和妻子都不太喜欢
母亲做的饭，又不能和她明说，我
俩就自己动手去做给她们吃。我
们都扎上围裙，买菜、摘菜、洗菜、
炒菜、洗碗，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叮
当当响，有时虽然不好吃，但共同
做的谁也不会挑谁。

妻子是独生子女，不会收拾
屋子，尽管我也不会，但我还主动
承担起扫地拖地的任务。每天，
她也尽最大努力把东西整理好，
我则拿起笤帚把地面扫干净，拧
干拖布和抹布，大面拖，边角擦。
妻子看我如此辛苦，也不太好意
思，主动倒上一杯热水，放在一边
凉着，等我忙完端给我喝。

妻子怀了孕，行动不太方便，
我就把她所有的家务接过来，她
想吃的东西，我都下楼去给她买

来。早餐我们与父母作息时间不
一致，我就下楼先把我们的买回
来。妻子想吃水果，我就把水果
削好，并且切成小块，放在果盘
里，每块都插上牙签，她拿起一
块，嫣然一笑，脸上满满的幸福。

我们基本上不吵架，偶尔一
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起来，掉转
屁股就雨过天晴。我的父母、妻
子的父母看我们小日子过得幸
福，他们也很高兴，不操心不上火
不闹病，不今天这疼明天那痒的，
身体好了，我们在他们身上的精
力自然而然就少了，没了家庭的
负担，我们也能够安心快乐地工
作。

两个人一起生活，为什么要
分得那么细？有时我倒觉得和妻
子一起做做家务倒是很幸福的一
件事。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尽管
也有摩擦，但两个人有了更多的
沟通，感情不断增进，家庭和睦，
父母看着也高兴，也放心，这不也
是作为朋友的所期待的？所以，
我不是花喜鹊，我更没有尾巴。

这就是我的“妇男”的小自
得，也是“妇男”的大幸福。其实，
家庭不要界定男人应该做什么女
人应该干什么，家庭中的事没有
该不该，只有爱不爱。这种爱既
是两个人间的爱情，又是影响延
伸在父母间的亲情。因此，如果
你爱，你的付出就是应该，如果被
爱，你的付出更是应该。

“妇男”小幸福

小
妞
与
竹
马

记者 程贤高 摄

受委托，定于2017年3
月8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
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楼第二开标室,对以下房
屋（商铺、售货亭等）租赁使
用权拍卖标的向社会进行
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年租金
最低报价：（见下表，金额单
位：元）

二、拍卖方式：采用密
封书面报价拍卖方式，价高
者得。

三、标的物展示、咨询
及报名：公告之日起接受咨
询看样。凡有意参加竞买
的公民凭居民身份证复印
件，法人凭营业执照、法人代
表身份证、办理人身份证和
法人代表授权书（注：复印件
一式2份）及公章，从公告发
布之日起至2017年 3月 7
日（星期二）下午4时前到淳
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
楼（产权交易处）报名。报名
时须交纳竞买保证金（竞买
保证金已在拍卖标的中列

示），竞买保证金交淳安县产
权经纪有限公司(开户行：杭
州银行淳安支行账号：
79918100049725；农业银
行 淳 安 支 行 账 号 ：
19075201040028536） 。
凭“银行进账单”办理报名手
续时，向淳安县产权经纪有
限公司索取“竞买须知”等资
料并详细阅读。

四、其他事项：
1、1-4号、6号标的竞

买人报名时须提交经营项
目图文资料，5-7号标的竞
买人报名时须具有现场制
作表演能力，以上所有标的
须经淳安千岛湖秀水街经
营有限公司审核通过后方
可报名。审核地址：淳安县
千岛湖镇梦姑路345号淳安
千岛湖秀水街经营有限公
司, 联 系 电 话 ：
13675836100,踏勘标的物
联系秀水街管理办公室，联
系电话：0571-24813918。

2、密封拍卖书面报价
书在报名后（产权交易处窗
口）领取。

3、密封拍卖书面报价
书递交截止时间为2017年
3月7日下午5时整。截止
时间之后，递交的报价书不
予接收。

4、本次拍卖标的按现
状拍卖，以现场展示实物为
准。请各竞买人咨询并详
细踏勘标的物。

5、竞买人预交的竞买
保证金，中拍后转为定金抵
交成交款，未中拍者予以退
还。

6、报名条件、竞买须知
等详细资料：请来人、来电咨
询。（节、假、休息日除外）

7、 联 系 电 话 ：
24819755 网 址 ：www.
cajyzx.org.cn联系地址:淳
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
楼（产权交易处）

8、监督电话：淳安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64812407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淳安县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一日

拍卖公告

标的
1
2
3
4
5
6
7

名称、地址
秀水街C1-4商铺
秀水街C8-1商铺
秀水街C9-3-1商铺
秀水街C9-3-2商铺
秀水街1号售货亭
秀水街3号售货亭
秀水街4号售货亭

面积约㎡
47.5
42

46.5
46.5
/
/
/

年租金最低报价
42000
90000
55000
55000
20000
20000
20000

竞买保证金
15000
30000
20000
20000
5000
5000
5000

租 赁 期 限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受委托，对以下房屋
（营业房、仓库、摊位等）租赁使
用权及砂石料所有权等拍卖标
的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一）砂石料所有权
标的1：淳安县枫树岭镇枫

林港生态水电示范区项目建设
清淤砂石料（含淤泥）估计约有
56320立方米(实际数量以移交
方量为准,含淤泥)，起拍价为
16.17元每立方米；竞买保证金
30万元。竞买条件：淳安县内
依法注册登记的营业执照上经
营范围含有加工或销售砂石的
企业；

(二)房屋（营业房、仓库、摊
位等）租赁使用权（见右表，金额
单位：元）：

二、拍卖时间、拍卖地点：
2017年3月8日（星期三）上午9
点在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五楼第二开标室。

三、竞买应办理手续：公告
之日起接受咨询看样。凡有意
参加竞买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经
济组织凭居民身份证、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和法人代
表授权书（注：复印件各一式2
份）及公章，从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17年3月7日（星期二）下
午4时前到淳安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四楼（产权交易处）报
名。报名时须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已在标的中列示），
竞买保证金交淳安县产权经纪
有限公司(开户行：杭州银行淳
安 支 行 账 号 ：
79918100049725；农业银行淳
安 支 行 账 号 ：
19075201040028536）。凭“银
行进账单”办理报名手续时，向
淳安县产权经纪有限公司索取

“竞买须知”等资料并详细阅读。
四、其他事项：
1、本次拍卖标的以增价方

式按现状拍卖，以现场展示实物
为准。请各竞买人咨询，并详细
踏勘标的物。

2、竞买人预交的竞买保证
金，中拍后转为定金抵交成交
款，未中拍者予以退还。

3、报名条件、竞买须知等详
细资料：请来人、来电咨询（节、
假、休息日除外）

4、联系电话：24819755网
址：www.cajyzx.org.cn联系地
址: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
楼（产权交易处）

5、监督电话：淳安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64812407

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淳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淳安县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三月一日

拍卖公告 标
的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名称、地址

千岛湖原阳光车站候车大厅、车站营业房
新安北路63号（县婚姻登记处一楼）

滨湖路84-87号营业房(原林场花卉苗木配送中心店)
风瀑巷9-2号4、5（原仓库）

排岭北路64-10、11号（原长相知床上用品）
排岭北路64-9号（原欧韩馆服装）
新安大街106-6号（原纽巴纶鞋）
南山大街9号（原淳牌有机鱼）

南山大街9-1号（原淳牌有机鱼）
南景路251号（原众腾汽车美容）
南景路253号（原众腾汽车美容）
南景路255号（原众腾汽车美容）

南山大街449-2、3营业房
新安北路41-1、2号（千岛湖农贸市场前原农业银行）
新安北路41-3、4号（原移动零距离手机专卖店）

新安北路41-7、8号（原铁皮石斛店）
新安北路41-9、10号（原东瓜坞酒店用品）
新安北路41-11、12号（原铭品鞋国际工厂折扣店）

新安北路41-13、14号（原中国移动）
新安北路69号-22-23（原家电）
新安北路27号-15（原理发店）

千岛湖大排档14号摊位
千岛湖大排档16号摊位

宋村乡政府沿街1-6号店面房
宋村乡政府沿街7-11号店面房

新安大街69号-7、8、9、10（原中国珠宝）
新安大街59号一楼

新安大街55号-15（原盈湖服装店）
新安大街63号-1（原伊望奇鞋店）

威坪镇湖滨路1--27号
威坪镇湖滨路1--28号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9#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10#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12#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13#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14#
威坪分公司临街平房店15#

面积
约㎡
2028
50

156.78
158
63

31.5
21.64
24.5
24.5
43.01
32.26
43.01
78.97
52.38
52.38
52.38
52.38
52.38
69.43
40
40

101.8
99.7
84
98
149
120
35
45
150
96
26
26
26
26
26
26

年租金
起拍价

350000
210000
100000
9000

150000
70000
120000
50000
50000
13500
10500
13000
65000
120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115000
22000
39000
105000
100000
36000
36000
560000
18000
70000
65000
35000
25000
2900
2900
2900
2900
2900
2900

竞买
保证金

70000
40000
20000
2000
30000
10000
20000
10000
10000
3000
2000
3000
1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5000
10000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110000
3000
15000
15000
10000
5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租 赁 期 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四年半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2017年4月10日至2020年4月9日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商铺交付之日起三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8年7月19日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18年7月19日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三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三年

2017年3月16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6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6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6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2017年3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