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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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校）
乐器专卖 钢琴调律

琴棋书画 艺术培训

提供军乐团仪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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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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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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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区中医院康复病区开张

啦！咨询电话83815146

瑞肯工业地产 厂房租售及代

办转让过户手续，网址：www.

zjcfw.com.cn， 电 话 ：

83201028

大拇指美业大爱
☆橙妤佳健康减肥，体雕瘦腰

瘦腿体验价2次/20元，胸部

体验2次/20元☆面部逆青春

一次见证年轻3岁，只收开机

费 368 元☆德国 MBK 护肤

品，体验价：28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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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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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出租 ：萧山2000-20000

平方米厂房；出售：5-50亩工

业用地；

求购：5-30亩工业用地；

求租：2000-20000平方米厂

房；王岗18606505558。

春华会计考证

会计从业资格考证班火热开班

报名时间：6月2日-6月11日
考试时间：7、8、9三个月任选
一天 考试科目：《会计基础》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

《初级会计电算化》 春华中国

十大教育品牌之一，通过率有

保障！网址：www.xschin-

win.com市心校区：市心南路

175号10楼 宁围校区：市心北

路260号14楼 临浦校区：峙山

西路农村合作银行对面 报名
热线：82381888

萧山电大—成人脱产本科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大，

公办高等院校，学科门类齐

全，现有各类在校生11000余

人。2015年秋季招收成人脱

产专升本学生，8月底开设脱

产考前辅导班，欲报从速。

咨 询 电 话 ：82665050、

82663950。

报名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

号（K701、K702、K708、K412、

K750公交直达）。

染色设备转让

正常生产纱线染色企业

转让，场地租用，生产面积

7000 多平方米，排污指标

1000吨/每天，适宜纱线染色，

窗帘布定型，针织染色，非诚

勿扰。有意者请联系汪先生

13805753981， 段 女 士

18967129676。

●遗失杭州碧中海浴业有

限公司服务业发票1张，代

码：233001473633，号码：

11076611，声明作废。

●遗失陈明涛身份证，证

号：339005198906286416，

声明作废。

●遗失俞汉民税务登记证

正 、副 本 ，地 税 编 码 ：

330181101026319，纳税人

识 别 号 ：

339005197509248817，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兆方机械

厂公章1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浩瀚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公章1枚，声明作

废。

●遗失金男坐落于萧山区

城厢街道崇化小区112幢2

单元401室杭房权证萧字第

00087432号房屋所有权证

1本，建筑面积56.3平方米，

声明作废。

声明人：金男

●杭州瑞迪物流有限公司

车牌号码：浙AP5821道路

运 输 证 ， 证 号 ：

33010901921，车牌号码：

浙AL651挂道路运输证，证

号：33010902857，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弘杰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书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为

328304040，证书登记号为

330109-188308、330109-

188308-1，不慎遗失，及税

务 登 记 证 ，税 号 ：

330181328304040，及 公

章、法人章、财务章，声明作

废。

杭州弘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3日

●遗失丁利艳与丁国泉所

生婴儿丁凌珊，2015年6月

24日前申领的出生证，声明

作废。

●遗失丁利艳与丁国泉所

生婴儿丁灵钰出生证，编号：

M330306840，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6月26日

8:30-17:30 停 堰 河

113线老东门公变综合柜开

关闸刀：城厢街道育才东苑

及其周边一带；8:30-18:30

停传化 543 线 01#杆至 68/

01#杆之间线路：宁围街道新

安村、宁牧村、宁新村及笑凯

机械、蓝海包装、永久汽配

2#、中亚汽配、金凯纺织、中

亚万向节、宽炬精密、硕业轴

承、科峰轴承、全盛纺织、光

富汽车、威玛轴承、腾达建

设、喜加乐、中交路桥、东风

汽车、污水处理、杭通汽车轴

承、宁鑫轴承、文堂橡塑、东

展科技、中佳纺织、仁源汽配

等一带；8:30-18:30停惠兴

变杭万544线02#杆至传化

543 线 68/A01#杆之间线

路：宁围街道新中村、新安

村、宁牧村及宁围农村五保、

宁围社区服务中心、萧山车

务段、宁宝汽配、交通投资集

团、新安制线厂、中交路桥、

杭州金孚置业有限公司新上

基建变、沈氏轴承、新建机

械、万峰汽车、伟钢实业、爱

迪尔、和泰机电等一带；18:

30左右短时停电二次停惠兴

变杭万544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宁围街道新中村、新安

村、宁牧村及宁围农村五保、

宁围社区服务中心、萧山车

务段、宁宝汽配、交通投资集

团、新安制线厂、中交路桥、

杭州金孚置业有限公司新上

基建变、沈氏轴承、新建机

械、万峰汽车、伟钢实业、爱

迪尔、和泰机电等一带；8:

45-13:00 停瓜镇 477 线红

友开G13安置分线：瓜沥镇

红友桥公变、机场安置区、东

方家园及瓜沥镇人民政府、

博雅投资管理、漏电开关、汇

德隆实业、农村信用社、明日

房地产、瓜沥人民法庭、中国

电信、重峰制衣、金峰电器

1#、奔丰汽车、瓜沥镇人民政

府3#、大展艺术玻璃、信裕线

业、欧美亚花边、银兴照明电

器、全峰电器2#、盛逸线业、

福达针织、壮大纱业等一带；

7:00-18:00 停东村 A488

线益农村11#变：益农镇益

农村一带；7:00-18:00停夹

灶657线久联村17#变：益农

镇久联村一带；7:00-18:00

停河岩351线岩峰村5#变：

南阳街道岩峰村一带；7:

00-18:00 停靖镇 A325 线

小石桥村13#变：靖江街道小

石桥村一带；7:00-18:00停

永盛A323线小石桥村11#

变：靖江街道小石桥村一带。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6月26日

8：30—17：30停110kV

白浪变蓬园A54线金泉村9#

变低压：义蓬街道金泉村一

带；8：30—17：30 停 110kV

白浪变青浪A53线羽欣站羽

欣线，11#间隔：义蓬街道义

蓬青春村、中化化纤、凯旋纺

织、山山布厂、南峰非织造布

一 带 ；8：30—17：30 停

110kV长征变临化071线云

化站长浦线益农分线03#杆

开关：北干围垦农业合作社、

东江东方红垦种、东江浦沿

垦种、益农镇兴裕村、益农

村、益农围垦临变、利围村围

垦、益农镇东沙村一带。

便民热线便民热线

启启 事事

商务信息商务信息

教育信息教育信息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弘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杭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5年1月8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000483085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弘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华俊修甲店遗失杭州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0年4月

6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600453666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城厢华俊修甲店

2015年6月25日

注销公告
杭州益圣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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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米田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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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告
根据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4）杭滨执民字第1247-2

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土地使用权原属于虞烈刚
和钟昳丽共有的坐落于萧山区城厢街道休博园一区提香别墅2
幢，使用权面积为172.9平方米，证号为杭萧国用（2009）第
003898号，地号为33010899999500564，用途为住宅，裁定变
更给顾红霞，注销并废止原土地使用权证，现依法给予变更登
记，联系电话：83869807。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萧山分局
2015年6月24日

注销公告
杭州王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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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义蓬智慧布厂遗失杭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09年11月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600408446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义蓬智慧布厂
2015年6月25日

通 告
为改善道路通行状况，萧山区公路管理处决定于6月26日开始对全区多条公

路进行路面大中修，预计工程于10月初完成。工程具体实施线路及桩号如下：塘
湄线K0+000-K8+300右幅、K16+000-K16+550左幅、K18+600-K18+900双
幅、K20+100-K24+300右幅、K24+000-K30+400左幅，大南线K0+000-K0+
700、K3+550-K6+300，成虎路K0+000-K1+000，新江线K0+000-K1+800，来
娘线K13+300-K13+750，小白线K7+400-K7+700、K8+000-K8+600，袄所线
K0+000-K0+800，萧明线K10+200-K12+800，三益线K26+600-K31+200，党
农线K0+000-K2+200，青六线K1+800-K2+100，城红线K4+300-K4+500，大
泥线K8+790-K9+949，大湄线K10+200-K11+250、K13+600-K13+960，白曹
线K1+900-K2+300，春永线K18+600-K19+940、K22+600-K22+800，四季大
道K7+800-K8+200、K8+800-K10+700，杭金衢高速连接线K0+967-K1+627。

届时需要进行半封闭施工，敬请过往车辆减速行驶并按照交通诱导牌通行，服
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注意安全，施工期间给您带来诸多不便请予谅解。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交警大队 杭州市萧山区公路管理处
201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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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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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5日

晚潮时间

17：00

18:40

20:50

危险

高潮位
(米)

3.90

4.00

4.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6月26日

早潮时间

4：50

6：30

8:40

高潮位
(米)

4.10

4.30

4.40

本报讯 南阳街道青年教师
理论考试近日在南阳初中举行，
街道所属各校（园）35周岁以下
的 140 位教师参加了此次考
试。考试内容涵盖了新课改、教
材教法、高效课堂等方面，全面
考察教师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能力。此次考试以市、区
教坛新秀评选活动为契机展开，
进一步提高了青年教师素养，不
断推动青年教师队伍的优秀化、
精英化。

（姚潮龙高佳美吴志华）

（镇街小稿）南阳街道开展青年教师素质能力大比武

本报讯 为保障居民生产生
活安全，进一步加强辖区消防安
全工作，红垦农场近日组织了安
监中队、社区和市场相关人员深
入辖区开展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此次检查重点针对辖区内
的老年活动中心、综合市场、老
小区、公租房等人员密集场所，
特别检查了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和维护情况、消防通道畅通情况
以及用火用电管理情况。检查
发现，辖区内的各项消防措施已
基本落实，基本符合相关部门的

规范，但仍存在一些隐患，如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活动室缺
少灭火器，综合市场内存在环境
脏乱差情况等，责令相关负责人
立即予以整改。

下一阶段，红垦农场及社区
还将持续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工
作，将各类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确
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稳定，共同
实现消除事故隐患、控制事故发
生。

（高华梅徐文燕）

（镇街）红垦开展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 近日，义桥镇举办
了全国第十四个“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邀请相关专家，开展
全镇职业安全健康培训。镇安
监办、安监中队全体人员，村（社
区）和规模以上企业安全员共9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从职业病的定义、职业
病四项构成要件、职业病防治法
确定的主要法律制度和职业病

危害的主要控制措施入手，通过
身边的案例，大家初步了解了我
国职业病现状及职业病的产生
和危害，助力镇安监办、安监中
队和村企安全员尽快做好所在
辖区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监管工
作衔接，促进基层安全生产工作
与职业安全健康工作职能融合、
理念融合、队伍融合。

（黄坚毅葛城城徐文燕）

（镇街）义桥举办职业安全健康培训

日前，在党湾镇大西村市级粮食
生产功能区提升工程现场，工人们用
混凝土现浇渠道，这种渠道比一般U
型板铺设的渠道牢度和使用寿命增
长了好几倍。

通讯员王啸虎记者范方斌摄

南阳开展青年教师素质能力大比武

红垦开展夏季消防安全检查

义桥举办职业安全健康培训现浇渠道

开栏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
做到“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
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015年
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专题教育方案，对在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作出部署。5 月 21 日，我区召开“三严三
实”专题党课暨专题教育部署会，正式启动全
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配合专题教育的
深入开展，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实效，特开设

“‘三严三实’大家谈专栏”，刊登我区部分领导
干部的学习体会文章，敬请关注。

■楼塔镇党委书记吕吉良

实干，是“三严三实”要求的落脚点。楼塔
要把区委的精神落到实处，把人民的期盼变成
现实，必须“实”字当头，干一件成一件，积小胜
为大胜。

夯实富民之基

创业要实，必须以民为先。针对涉及千家
万户的纱头产业，今年以来，楼塔大力开展安全
隐患整治，率先在大同一村开展试点，接下去将
用三个月时间，完成全镇整治规范。同时积极
实施转型升级计划，重点推进“个十百千”工程，
即创建一个电商创业中心、培育十家销售超千

万元的电商企业、发展100家网上店家、电子商
务培训1000人次以上，努力使纱艺产业焕发新
的活力，促进百姓增收致富。

开拓强镇之路

招商引资、科技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
要抓手，今年以来楼塔努力引进大项目、好项
目，上半年引资超过7000万元，并积极推进22
个千企转型升级项目，争取年内1家挂牌上市。

项目落地难是老大难问题，镇党委年初提
出打响交地攻坚战，目前已有6只项目共计160
亩土地实现平稳交地，接下去将继续大力推进
其他项目交地。

为进一步拉大城镇框架、提升城镇品位，楼
塔对相关道路和公建设施建设进行了规划，明
确了工作时序，目前正积极实施3条城镇道路、
2条交通道路的建设，启动农商银行楼塔支行新
大楼建设，开展派出所新大楼、文体中心、入城
口建设和改造的前期工作，努力把萧山南大门
建设成为靓丽的南部新城。

构筑未来之梦

发展旅游产业，是楼塔的优势所在和潜力所
在，年初镇党代会提出了旅游业为一业的“两业
并进”计划，并积极打好组合拳，一步一步落实。

镇成立行动组，负责旅游业的发展规划、工
作方案和品牌推介。制订民宿经济、林道建设

两个3年行动计划并稳步推进。开展旅游招商，
成功引进一个总投资3000万元，集中药养生、
运动体验、民宿于一体的旅游项目。全面深化

“洁美楼塔”建设，今年6个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明年全覆盖，并对全域小溪流、池塘责任
化保洁，开展样板溪、样板路创建。

楼塔那么美，请你来看看。6月初楼塔策划
举办了萧山首个乡村马拉松赛，在萧山发布等
微信平台点击量超过2.5万人次，使楼塔的秀美
风光广为人知。

架设联系之桥

实干也需要一种机制，确保镇村两级的联
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工作成效的检验，楼塔以
强化党建促实干，从5月份开始，全面实施村周
二集中办公程序化工作，以文件形式明确了学
习提升、为民办事、上周工作落实、重大事项提
交、新一周工作部署等8个方面的规定议程，对
不按规定落实的，出台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年终否优等制约措施，从而使老百姓的事件件
有回应、群众的理解支持就更多，使决策更加民
主科学、凝聚力和战斗力就更强，使工作部署事
事有着落、工作的执行力和效率就更高，真正通
过实干，推动楼塔新的发展。

（镇街“三言三实大家谈”）以实干推动楼塔新发展

以实干推动楼塔新发展
■镇街简讯

“三严三实”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