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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咨询、报名时间、地点：即日起至2019
年2月26日下午5时整(工作日)，温州市黎明西
路11号。2019年2月27日至2月28日，上塘
镇环城西路600号附属楼二楼阅览室。

三、展示地点：标的现场。
四、拍卖方式：有保留价增价式拍卖。
五、其他事项：房屋初始登记的税、费及土

地出让金由委托人承担，并负责办理；房地产权
属转移至买受人名下买卖双方所应缴纳的税按
国家规定由转让双方各自负担；除税以外的其
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凭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20

万元/间，前来办理报名手续。成交者，保证金转
为履约保证金；不成交者，保证金无息退还。保证
金以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到达以下账户为准。

户名：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3301040160002208315
开户行：杭州银行平海支行。
咨询电话：88355555 88333029

13858858269
网址：http://www.fangyuanzj.cn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8日

房 屋 拍 卖 公 告
PREG190108

受委托，定于2019年3月1日上午10时，在温州市黎明西路11号拍卖大厅对永嘉县上塘永建
路北段A区地块部分房屋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室号
1号楼1505室
1号楼1605室
1号楼1705室
1号楼1801室
1号楼2406室
2号楼1001室
2号楼2006室
3号楼601室
3号楼801室
3号楼802室

规划功能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建筑面积（㎡）
83.89
83.89
83.89
115.98
116.08
136.18
119.58
155.76
155.76
155.76

起拍价（元）
1161038
1167749
1174460
1598204
1708698
1898349
1693253
2074723
2099645
2099645

招生招聘
◆招洗车工，包吃住。 电

话：13989729125

遗失启事

◆遗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
属曙光医院住院病人结算发票
一 份 ，吴 爱 娟 ，住 院 号 ：
11834621，金额：5122.21元，声
明作废。

◆遗失岩坦镇东岙村陈光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19960216585252，声明
作废。

◆遗失温州市中心医院（市
二医）住院病人结算发票一份，
夏清馨，住院号：710616，金额：
8161.91元，声明作废。

◆遗失永嘉县岩坦镇人民
政府专用账户温州市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统一收据（拨付王山村
永财社17744号居家照料中心）
一份，编号：02467278，金额：
20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瓯北镇堡二村12队
林胜东残疾证一份，证号：
33032419771118083321，声明
作废。

◆遗失枫林镇新坊村季晓
燕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19830608450062，声明
作废。

◆遗失沙头镇新星村谢丐
盼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19650225387844B，声
明作废。

◆遗失沙头镇霞川村陈静
萱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20071012082551B，声
明作废。

◆遗失烟台毓璜顶医院住
院病人结算发票一份，刘伦川，
住院号：883691，金额：5573.79
元，声明作废。

◆遗失茗岙乡茗后村陈唯
旋 残 疾 证 一 份 ，证 号 ：
33032420140926213262，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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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永嘉》推出便民资讯分类信息版块，商业信
息全年刊登将享受特别优惠。

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

本报讯 “开车不喝酒、喝
酒不开车”，代驾行业因此而生，
可如今不少人叫了代驾后却“半
途而废”，中途或者最后几十米
自己上去开车，结果就出事了。
2月17日晚，在永嘉黄田街道洞
桥头，一名男子因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交警查获，而在被查前不
久，他刚刚支走了代驾。

17 日晚，永嘉交警上塘中
队在洞桥头设卡开展查酒驾行
动。19时 58分许，一辆福建牌
照的起亚越野车开到卡点，面对
交警，驾驶员停车接受了检查，
执勤人员发现驾驶员有酒驾嫌
疑，于是将他带到警车上做进一
步检测，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
果为 26mg/100ml，属于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

驾驶员姓高，他现在后悔不
已，据他讲，当晚喝了一瓶啤酒，
当时还叫了代驾，当车开到离家
只有四五百米的时候，高某觉得
离家很近了，就让代驾离开，抱
着侥幸的心理自己开车回家，没
想到被交警逮个正着。高某将
面临驾驶证暂扣 6 个月，记 12
分，罚款2000元的处罚。

交警提醒，类似叫了代驾又
自驾的并非个案，不少人到了家
门口附近往往不由自主叫代驾
下车，自己上去开车，结果这最
后几十米或者几百米让自己成
了酒驾或醉驾，甚至因此出了事
故。因此，酒后叫了代驾一定要
让其把车停好再走，千万不要心
存侥幸。

通讯员黄陈亮全博

本报讯 2月17日下午，在
S333省道桃湾村附近，一辆轿
车突然失控冲向路边，撞上了停
放在路边的轿车以及周边放置
的污水桶，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
员受伤。

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
赶到现场处置警情，现场只见一
辆本田轿车与五菱面包车紧贴
在一起，本田轿车被污水桶包围
着，轿车车头受损，车身左侧刮
擦，还有数个污水桶被撞飞。

民警在对刘女士进行询问
时，刘女士还是惊魂未定的样
子。经询问得知，刘女士桥下
人，当天准备到附近办事，在行

驶该路段时，正值转弯口，她便
踩了下刹车准备减速，结果刹车
完全踩不下去，眼看车子正处于
下坡路段，行驶速度越来越快，
为了避免出现人员伤亡，刘女士
只能将车撞向停靠在路边的车
辆及水桶来减速。通过摩擦，车
子成功借助障碍物停了下来。

民警表示，刘女士处理得算
比较得当，当下坡车辆刹车失灵
无法减速，司机优先避让行人，
通过碰撞、刮擦来达到减速的目
的，以免造成人员伤亡。民警也
提醒，刘女士下次出车前一定要
多注意自己车辆的安全性能。

通讯员单海建

本报讯 为推动移风易俗深
入开展和倡导引领乡村美、人文
美、环境美建设宣传活动，2月
17日，县绿文公益中心、县民政
局、县文明办、团县委、县社科
联、县科协等联合开展“移风易
俗新风尚、文明生活促新风”主
题宣传，首场宣讲活动走进巽宅
镇麻庄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
心，吸引70多名群众前来聆听。

本次宣讲由县委讲师团成
员、团县委副书记（兼）、绿文中
心创始人刘彭主讲，他结合身边
的事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
通俗易懂的永嘉方言讲解了基
层移风易俗工作开展过程及其

重要性，结合温州市移风易俗改
革攻坚年行动方案、各县市区推
出红白喜事新规具体举措、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
案的“三清一改”等方面展开讲
述，给该村广大群众送上了一场
新时代新风尚精神大餐。

最后，倡导群众在处理婚丧
嫁娶等事情时，自觉做到不盲目
攀比，不跟风大操大办，用积极
健康的方式，支持农村的乡村文
明建设。活动受到了村民的拍
手称赞，纷纷表示将自觉杜绝铺
张浪费，践行移风易俗有关规
定，树立文明新风。

通讯员 郑丽丽 金跃微

本报讯 爱心为生命加油，
用热血为生命续航。昨天，瓯北
街道办事处、永嘉献血办、永嘉县
血站联合永嘉县义工联组织开展
了以“庆元宵 献热血”为主题的
无偿献血活动。尽管天气阴雨连
绵，但也挡不住大家参加献血的
热情。

上午 9点不到，瓯北街道办
事处门口的临时采血登记处就已
经人头攒动，辖区志愿者拿着表
格填写信息，或坐在血压计前测
量血压，有序地进行着献血前的
准备工作。

活动现场爱心满满，参加献
血的爱心人士在护士的指引下有
序地填表、量血压、化验，化验合
格后纷纷走进献血车，伸出手臂，

献出自己的赤诚博爱，献血志愿
者们个个热情高涨。卢春洁已经
连续献血 3年了，她说能尽自己
微薄的力量帮助有需要的人，心
里十分欣慰，也希望更多的人参
与到这个行动中来。

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从早上 9
点开始持续到下午5点，报名参加
献血的共计238人，体检合格，成
功献血的 166人，累计献血量约
58100毫升。主办方还为献血者精
心准备了元宵节的节日礼物。

据悉，瓯北街道从 2016年开
始都会在特殊的节日开展无偿献
血活动，这次是 2019年的第一场
献血活动，用特殊的方式庆祝元
宵节。 记者郑光义杨莎莎

通讯员张静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上塘中队获悉，2
月 17日晚 22时 33分，上塘中队
接警员接到一起报警电话，报警
人称自己的车子在 223省道埭
下村外自燃。接到警情后，上塘
中队迅速与消防队赶往现场。

“报警人是驾驶员何女士。”
上塘交警中队副中队长全博说，

“经现场询问得知，何女士和副
驾驶的乘客在途经埭下时闻到
车辆中有异味，并且方向盘下有
火星冒出，发动机位置也有轻微
的白烟。于是她们立刻将车子
停靠在路边，没过多久火势变
大，很快车子就烧成了空壳。”

何女士告诉记者，一开始她
们以为是旁边的货车冒烟，又开
了一小段路发现是自己的车，于
是她们打开了双闪灯并赶紧停
车，他们下车后跑到了比较远的
地方。正当何女士询问他人如
何处理时，火势开始蔓延，整辆
车燃烧了起来。

在起火轿车附近，还有一
处变压器，当时的情况十分危
急，何女士立即报警求助，并
且为防爆炸，何女士和朋友阻
止了拿着灭火器准备上前救火
的热心群众。

交警上塘中队及消防队到
达现场后，立即对现场进行封锁
并清理周边环境，仅用了几分钟
就扑灭了大火。火灭后，这辆马
自达轿车已经面目全非，这对于

驾驶员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损
失，但万幸何女士和朋友并没有
受到伤害。

一同参与现场秩序管理的
辅警廖克理说，当时还发生了
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大火被
扑灭后，何女士和其朋友竟请
交警帮她们与烧毁的轿车合影
留念，脸上还带着笑容。“我
们头一回碰到这个事情，一开
始比较紧张害怕，但我们两人
并没有受到人身伤害，所以后
来不仅不害怕了，还觉得比较
庆幸，合影也算告个别吧。”何
女士说。交警当场为他们的乐
观心态点赞。

经交警事后调查，该车车
龄已近 20年，起火原因是由于
车辆线路老化。记者在汽车回
收公司看到，该车内部座椅、
方向盘等全部烧毁，只剩下了
钢架结构，外部车身也已经被
烧得面目全非，车头部分更是
几近碳化。

警方提醒，车辆属于易燃
物，内部的座椅、内饰等最容易
引燃，如果遇上车子冒烟有火
星，应像何女士一样第一时间远
离车辆，保障生命安全。除此之
外，在平时特别是出车之前要多
对车辆的线路、性能等进行检
修，在车上要放置一个小型灭火
器，以备不时之需。

记者胡淳舒
通讯员廖克理

春节假期结束，大量上班族重返正常上班轨道，伴之而来的是对家政服务的需求激增。尽管近年来我县“月嫂”“家政”培训雨后春笋般冒出，家政人员要比往
年都要多，但要想请到一个保姆还是很难，要找到一个称心的保姆更难。近日，记者从多家中介所了解到，因不少保姆回家过年，市场上出现短暂供应不足，但据预
测，元宵节一过，大批保姆返岗，找保姆会更容易。对于雇主关心的保姆工资情况，多个中介所表示，今年预计和去年持平或微涨。

节后“空窗期”找保姆不易
供不应求现象只是暂时的，预计元宵节后有所缓解

“保姆薪水主要是雇主和保
姆双方自己谈，这也导致保姆市
场价格有点混乱。谈判定价中，
往往那些能说会道的保姆容易
获得不错的薪水。”从事中介多
年的陈贤刚介绍，如今的永嘉保
姆圈，很多是姐妹、姑嫂、老乡相
互介绍，她们交流东家信息，交
换市场行情，这让她们在价格方
面占得先机。一些孤军奋战、求

保姆心切的东家，如果急匆匆决
定，很容易吃亏。最好能多看
看，多了解情况。能否找到合适
的保姆，还真是看缘分。

目前保姆主要以外来女工
和农村打工妇女为主，不仅存在
文化层次偏低、年龄偏大、技能
单一等“先天不足”，而且中介机
构大多只负责“牵线搭桥”，普遍
缺乏正规的上岗培训，导致保姆

素质和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陈
贤刚表示，随着二孩政策开放，
寻求月嫂、育婴师的人逐渐增
多，服务价格一直在上涨；同时，
市民对月嫂、育婴师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尤其是那些刚升级为家
长的“80”后，对保姆的言谈举止
都有要求。“要求具备一定的文
化素质，还要有专业性知识。”他
还说，30—40岁的阿姨最受家长

青睐，价格也相对更高一点。因
此不是找不到保姆，而是找一个
合意的很难。

业内人士提醒，尽管现在好
保姆难找，雇主还是要多留心，
用人前多了解雇佣人员身份信
息，健康状况，行业经验等，尤其
是对于一些没有经过正规培训
的从业者，一定慎用，避免日后
苦恼。针对前段时间市场上的

人手出现短暂供不应求现象只
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并非常
态。随着年后保姆的陆续到岗，
工资待遇将回到常态。常态是，
一般保姆的工资大多在 4000元
～5000元，和去年持平。当然，
一些经验丰富、比较抢手的保姆
服务价格会略为上调，但并不会
大幅上涨。

记者 潘益风 吴南杰

回家过年的传统观念，使很
多保姆选择回乡与家人团圆。
记者了解到，为了留住保姆，县
城不少家庭雇主在春节期间给
保姆发红包、送年货，或是减少
工作时间。有的雇主甚至专门
开车送家住山区的保姆回家过
年，目的就是希望她们早日回来
上班。

在真诚中介所，正在与雇主

详谈的戴阿姨说，她原来的雇主
选择在过年的时候出国旅游，希
望她能留下来为他们看家，并承
诺春节期间给她双倍工资，被她
婉言谢绝了。“我已经大半年没
见到两个孙子了，过年不回家，
家人也不同意啊。”戴阿姨表示，
对她来说，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
的日子，哪怕加多少钱也要回
家。因为雇主要一个半月以后

才回来，她选择签一个新雇主。
因大多数保姆回家过年，导

致春节期间保姆工资上涨。记
者了解到，县城目前保姆市场最
缺的就是带小孩、照顾老人的住
家保姆，这类保姆的月薪如今也
涨到了 3500元-4500元/月，如
果雇主家有瘫痪患者或者长期
卧病在床的老人需要照顾，则月
薪还要更高。

“你要找哪种阿姨？”“带孩
子还是带老人？孩子有多大
了？你有什么要求？”……记者
走进一家中介所，正巧有两位保
姆迎面而来，便毛遂自荐起来。
记者询问了多名保姆，带满周岁
小孩的期望月薪是多少？“今年
起码要 4000元！”两人不约而同
地说。说明了工资之后，保姆们
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向记者打探

“家住哪里？”“家里几口人？是
否与长辈同住？”“是不是商品
房”。当记者表示自己家住中
塘，和公婆同住，住落地房后，两
人均表示这需要加价。中介老
板悄悄告诉记者：“现在的保
姆挑得很，不喜欢落地房，嫌
家里难打扫；要是与公婆同
住，又怕老人对她管束太多，
也都不乐意干。”

“走的时候给了 2000 元红
包和一些年货，说好的初七回
来，结果说身体不适，不来了。”
提及自家保姆一声不吭突然爽
约，市民潘益鹏就有一肚子气。
他是典型的 90后，两夫妻一人
在单位上班，一人在企业上班，
双方上辈也有自己的事业，自从
儿子出生 2年来，家里一直请保
姆照顾。去年年底，保姆回家过
年，他不仅给了特产，还给了红

包，就是希望保姆能早点回来。
哪知，保姆迟迟未归。潘益鹏
说，原本打算用加工资的办法请
回保姆，但保姆这两天连电话都
不接。他最近物色新保姆，但发
现市场上的保姆不少，但要价不
低，而且年龄偏大。

和潘益鹏有一样担忧的陈
大姐告诉记者，她来给家里的两
个孙儿请保姆。她两个孙儿一
个三岁，一个八个月，她准备请

个保姆跟她一起带。去年她找
的阿姨对孩子很用心，春节前她
还特意给阿姨包了一个过年红
包，希望“阿姨”年后能继续过来
帮忙，“但前些天，阿姨说自己女
儿怀孕了，她要去帮忙，来不
了，我只能重新再找，看看有
没有合适的。”中介所让陈女士
留了电话，有合适的保姆就通
知她，并安慰她说，等正月十
五过了，保姆会更多。打听了

一番行情后，她准备慢慢挑，
找个令人放心的。“不着急，
要带小孩的，人好，生活习惯
好最重要。”陈大姐说。

在县城嘉宁街一家介绍所，
前来为父亲找住家保姆的林女
士也在发愁。林女士 78岁的父
亲患有轻度的老年痴呆症，这几
年来一直在请保姆照顾。但因
为会经常无故发脾气，保姆一般
都做不长，去年年底保姆辞职回

家过年后，父亲就由家人轮流照
顾，所以过完年就得赶紧找保姆
顶上。林女士为此一边不断托
熟人介绍，一边去中介碰运气，
把工资从原来的 4500 元/月涨
到 4800 元/月，可一连跑了几
天，还是没找到一个称心如意
的。一些阿姨一听说是住家照
顾老人，就要求加薪提条件，看
了几个都是没有资格证的，不合
她的要求。

献血情暖元宵 爱心成就团圆

20年车龄的马自达轿车突然自燃
驾驶员和朋友乐观面对合影留念

轿车突然撞向路边，
交警却说司机做得对
原来是因为刹车失灵司机巧借障碍物避险

男子酒后叫了代驾，
却还被交警逮了个酒驾
原来在离家四五百米处支走了代驾自己开车

“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首场宣讲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