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何学仁 版式：王俊敏 校对：肖燕AAA999

欢迎刊登分类广告、便民热线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便宜 Tel：82659300 82659333

网址：www.xsnet.cn点萧山日报分类信息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传真：82335955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 96390

萧山区市政园林公用事业管
理处 市政设施24小时服务

热线82656789

萧山农商银行
82712929 96596

新世纪琴行 (乐器销售，培

训，维修，调音)服务热线

82654118 82666115

专业二手车
高价收购 各类汽车

代理车辆指标、置换、更新

13588326686

QQ：14884081

证券融资咨询
您炒股，我出资——萧山本

土配资公司，放大您的操作

资金，牛市赚钱熊市抄底。

详 情 咨 询 ：4000781890

杭州丰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萧山票务中心
82662222（国内）

82662266（国际）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捷程商务旅行社（旅游•机

票•订房•租车•签证）

服务热线82767676（拨我去

游去游..）企业客户包团专线

82661616

杭州康辉阳光国际旅行社
散客咨询报名：82372111

签证机票酒店：82650611

租车/整团业务：82630123

杭州萧报国际旅行社（旅游）

82756555 82658201

萧报火车票务 82658790

萧报航空票务，市区免费送

票 82658780

金点子婚介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

有公务员、事业、国企、私企、

白领、医生、工程师、上门女

婿等等

萧山区中医院第八届膏方节

于 11 月 1 日开幕，咨询电

话：82722642。

大拇指美业
您的健康 我们的责任
☆再次推出感恩价498元减

10斤，由于冬季脂肪代谢排

毒功能差，冬季更有助于经

络养生调理，大拇指名言：经

络通，人不老，气血通，精神

好，形体好，通经络☆面部再

青春祛皱提升368元火爆体

验中…… 市心店地址：市

心南路98号城市酒店左边

附 3 楼 5F： 82737668

82220901；金城路知稼苑

店：83717287。

童车童床批发零售

总经销小龙哈彼、好孩子、宝

宝好、hOLYCAT、福贝贝、

小虎子、呵宝等等品牌，萧山

市区送货。地址：萧山新塘

裘 江 新 村 38 号 电 话 ：

82731085 82736486 QQ：

805662408（杜氏童车） 淘

宝 网 ：http://dstcyxgs.

taobao.com 阿里网：http:

//hzdstc.cn.1688.com/

杭州杜氏童车有限公司

抵押信用贷款咨询

个人凭执照、公务员贷款、
房产贷款、借款、垫资咨询

闲散资金理财、车贷
86726600

13777369087

杭州诚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厂房招租

位于进化镇工业园区内

（东复线边）有新建独立三层

8500平方米工业厂房出租

（可分租）,用电量250kv,适

合五金机械、纺织服装等行

业。现低价招租，有意向者

请致电葛先生，联系电话：

13345710734。

招 租

萧山区萧杭路500平方

米沿街房和3幢计1250平方

米 库 房 招 租（可 分 租），

13606711886、 82806056、

13957138806。

工业用地转让

现有花木城东，临104

国道工业用地20余亩需转

让，可分割，证照齐全，联系

电话：13567137191陈先生。

出租

今有03省道和育才南路

交叉口向西200米1楼厂房出

租，面积2000平方米。联系

电话：13588770277。

●遗失陈开王发票名称：销售
不 动 产 统 一 发 票 ，代码：

23300149015， 号 码 ：

00993968，声明作废。

●遗失吕伟毅、章亚明发票名

称：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

契 税 联 、办 证 联 ，代 码 ：

233000790145， 号 码 ：

00250232，声明作废。

●遗失上海必胜客有限公司萧

山新区店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新街花木城财

富园艺场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号：3390051963062323510

1，声明作废。

●遗失王国林伤残军人证，证

号：浙军02300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径游浦阳采石

场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181143407385，声 明 作

废。

●遗失钱志祥发票名称：浙江

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

代码：233001128101，号码：

80217046，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义蓬钱氏女子

生活馆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10021550502，声明作

废。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1月9日

8:30—17:30 停 110kV

前进变外九974线东梅村3#

变低压：杭州市萧山区新湾街

道（东梅村）一带；8:00—17:

30停头蓬变春光810线08#

杆开关：杭州市萧山区义蓬街

道（春元村）、航天变速机、何

志兴布厂、嘉诚机械、蛟龙纺

织、金氏泵业、林达纺织厂、兴

隆纺织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月9日

8:45-12:30停明中843线

昭一开生达分线01#杆后段线路：

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长巷村及盈

招纺织、生隆纺织、永欣纺织等一

带；8:45-17:30停官一944线

77#杆后段线路：杭州市萧山区益

农镇众力村及唐邦塑胶、宝迪门

业、天乐纺织等一带；8:45-17:

30停官一944线众力村9#变：杭

州市萧山区益农镇众力村一带；

7:30-17:30停八里930线八里

桥村5#变：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党山片）张八里桥村一带；7:

30-17:30停振华786线张神殿

村10#变：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

（坎山片）张神殿村一带；7:

30-17:00停勤联A461线长北

村10#变：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长

北村一带；7:30-17:00停长北

656线长北村3#变：杭州市萧山

区益农镇长北村一带；8:30-16:

30停盈丰552线北辅II开外盈线

18#杆后段线路：杭州市萧山区宁

围街道丰二村、利一村等一带、江

西路桥、钱江世纪城路灯变、合丰

高层、钱江世纪城丰二高层等一

带；8:30-16:30停钱部542线

04/04#杆后段线路：杭州市萧山

区宁围街道盈一村、钱江世纪城

路灯、鸿达立交泵房、远东自行车

等一带；8:30-17:30停传芳254

线98/02#杆后段线路：杭州市萧

山区所前镇传芳村、中铁十七局

有限公司及其周边一带；7:

00-17:00停汇郎208线霞江村

3#变：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霞

江村一带；8:30-17:00停国酒

524线钱江箱变1#分支箱：杭州

市萧山区城厢街道萧绍路1591

号及其周边一带；10:00左右短

时停电一次，城厢404线怡佳开：

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怡佳公

寓、市北小学、北干卫生服务中

心、中兴物业、君悦投资、河道管

理处及其周边一带；8:15-20:30

停鸿二926线：杭州市萧山区新

街街道盛达名苑、永昌锦纶等一

带。

便民热线

启启 事事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
根据杭州凯达箱包有限公司的申请，拟

将申请人的坐落于萧山区新街镇同兴村，面
积为 2441.04 平方米，证号为杭萧国用
（2007） 第 1400010 号 ， 地 号 为
G08-014-015-00002，用途为工业，四至
范围为东至：杭州萧山鑫星纺织厂，南至：海
塘路，西至：杭州同兴印刷有限公司，北至：
北塘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杭州灿利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并注销原土地使用权
证。若有异议，请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书
面向国土资源局提出，逾期将依法给予变更
登记，联系电话：82899209。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5年1月8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豫龙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部遗

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2
年 9 月 1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181600738039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豫龙货运信息咨询服务部
2015年1月8日

注销公告
杭州约柏畜禽专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

讨论决定：本合作社决议解散，合作社已成

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通

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惠城羽绒有限公司遗失杭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2年 10月
19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000328148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惠城羽绒有限公司
2015年1月8日

个人独资企业转让公告
原属于徐美琴个人所有的独资企业浙江汇

宇家具家饰市场南鹤家具经营部现整体转让给

施加宝，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杭州建安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讨论决定：

本公司决议解散，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云石初级中学（事证第133018100359）

已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萧编【2013】15号批复成建制并入杭州市萧

山区戴村镇初级中学，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90日

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云石初级中学 2015年1月7日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二十工段闸

仓 前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月8日

晚潮时间

12：30

14:25

16:25

较危险

高潮位
(米)

5.20

5.20

4.6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月9日

早潮时间

1:45

3:40

5:35

高潮位
(米)

4.60

4.80

4.60

注销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文峰美发化妆店

因故歇业，申请注销，特此公告。区高级技工学校是一所由区人民政府举
办、隶属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公立学
校；是一所集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工
农业和服务业培训、技能鉴定为一体的国家重
点技工学校，常年面向社会人员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高等学历教育专科、本科和工程硕士教
育服务，目前业余“高技能+高学历”大专、本
科班正火热报名中。

1、学历教育电话：82660552、82660553
2、技能培训电话：82675762、82687818
3、学校地址：区通惠南路416号（趣园酒

店南面）
4、学校网址：http://www.hzxsjgxx.

com

萧山区高级技工学校
业余“高技能+高学历”班火热报名中

招生高校：浙江大学、中南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房屋权属证书注销公告
根据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14）杭

萧执民字第6022-2号执行裁定书及（2014）

杭萧执民字第602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依

法注销谢江波名下的坐落于萧山区北干街

道绿洲嘉园6幢1单元1801室的房产上设

立抵押权的《房屋他项权证》，抵押权人为恒

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他项权

证号为杭房萧他字第00142012号。

特此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房地产交易产权登记管理中心

2015年1月8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
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的
68人，周永康、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
申维辰等30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目前，正在立案审查的还
有令计划、苏荣等案件。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7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黄树贤通报了上述情况。

黄树贤还向媒体通报了以下几组数据：
——在狠抓作风方面，2014年，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同时，
中央纪委监察部7次对33起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
各省区市纪委、监察厅（局）先后136次
对788起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曝光。

——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2014
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
追赃办公室，建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
调机制，摸清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外逃
的底数，强化个案处置，共追逃500多
人，追赃30多亿元。

——在强化执纪问责方面，2014
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参与晋济高速
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

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沪昆高速
湖南邵阳段“7·19”特别重大道路交通
危化品燃爆事故、江苏省昆山市中荣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
故、西藏拉萨“8·9”特别重大道路交通
事故等4起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处理，
共给予140人政纪处分，其中省级干部
1人、厅级干部16人，移送司法机关处
理92人；对媒体反映湖南省衡东县大
浦镇300多名儿童因环境污染造成血
铅超标问题进行督办追责，对11名失
职失察责任人进行处理，其中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9人。

——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2014年，
全国共查处违纪违法纪检监察干部1575
人，其中厅局级34人、县处级229人。

68名中管干部“落马” 30人已移送司法机关
周永康被移送司法 令计划、苏荣等案件正立案审查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已逼近极枯水期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7日，法国讽
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位于巴黎的总部内发生枪击事件，武装人
员闯入后开枪射击。据消息人士称，这起

事件造成12人死亡，其中2人为警察。
巴黎市副市长则表示，有6人在这

起事件中受重伤，伤者中包括警察。尚
不清楚死者和伤者是否有重合。另一方

面，法国总统府称，法国总统奥朗德赶往
事件现场，并召开紧急内阁会议。

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后，巴黎市已将
警戒级别调为最高。

巴黎枪击事件致12人死亡 其中2人为警察

台湾地震监测部门消息，7日12时
48分花莲县秀林乡境内发生5.4级（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测定为5.2级）地
震，震中位于花莲县政府北偏东方向

31.3公里，北纬24.26度、东经121.7度，
震源深度22公里。

地震发生后，台北地区震感强烈。
据台湾地震监测部门测报，花莲县、宜兰

县最大震度5级，南投县、台中市、桃园
市、新竹县、苗栗县最大震度3级，新北
市、台北市、新竹市、彰化县、云林县、台
东县最大震度2级。

台湾花莲发生５级以上地震

失事亚航客机搜索打捞工作7日取
得重大进展，印度尼西亚搜救人员当天
宣布，在客机坠机海域海底发现飞机机
尾残骸。

印尼国家搜救中心负责人苏利斯提
约当天中午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搜救人员当地时间7日早晨通

过声纳在水下34米深处发现了一件长
10米、宽5米、高3米的疑似客机残骸。
他说，搜救人员随后通过多波束回声测
深系统更加清晰地辨认出这一物体的外
形，潜水员下潜拍摄到了标有红色“Air”
字样的残骸照片。

苏利斯提约说，搜救人员据此确认，

这一新发现的残骸为飞机机尾。这一发
现是搜救工作的重大进展。苏利斯提约
表示，搜救人员目前正在全力寻找黑匣
子的下落。

亚航一架由印尼泗水飞往新加坡的
QZ8501航班去年12月28日在印尼爪
哇海域坠毁，机上载有162人。

印尼宣布发现失事亚航客机机尾残骸

上图为鄱阳湖落星墩水域2014年6月时的景象，下图为2015年1月7日拍摄的落星墩。
目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逼近极枯水期。据江西鄱阳湖水文局工作人员介绍，1月7日，

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8.11米，比去年同期低3.25米，较历史同期均值低0.84米。
据了解，目前鄱阳湖区面积仅310平方公里，而丰水期则有3000多平方公里，水位低于8米

便进入极枯水期。

（本版内容综合新华社、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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