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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戴雅玲浙江省医疗住
院收费票据，代码：31301，号
码：1656500982，声明作废。
●遗失王连强摩托车牌照，浙
AVZ41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绿原化工有
限公司浙AP9663道路运输
证，证号：330109040339，声
明作废。
●遗失由萧山区人民法院拍卖
所得，执行裁定书编号为（2012）
杭萧执民字第2471-4号，杭州
钜克冷拉型钢制造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
字第 330109201100145 号，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城厢绣衣坊交
谊舞培训部卫生许可证，证号：
浙卫公证字（2010）第330109
N00080号，声明作废。
●遗失盛先红汽车维修工四
级职业资格证书，证号：04112
00000402131，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义明网吧有限公
司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环球壹号嘉
年华娱乐有限公司娱乐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证号：杭萧文
娱00073号，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维乐卫浴有

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证
号：G1033010905165950H，
声明作废。
●遗失邹序飞食品流通许可
证副本，编号：SP3301811250
135114，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8 月 1 日 8∶30-17∶00
停110KV前进变梅海975线
（02#杆开关-45#杆开关）、前
裘 0973 线（2803-2838）、外
九 974 线 2818、前峰 961 线
（2806-2832）、前 十 968 线
（2804-2822）、江东开发建设
投资（四）双路单侧：东庄村1#
变、东海村8#变、东海村2#变、
仁兴废料加工厂、三丰安置1#
变、三丰安置2#变、前进街道
4#变、前进小学、江东开发建
设投资（四）、前进街道3#变、
冰魁实业、银丰废丝厂、前峰
安置区1#变、新邦橡胶厂、亚
什兰机械、义丈三垦、临江制
冰厂、前进街道1#变、川丰汽
车、祥勋金属、前进街道5#变、
前进邮电所、翔成农业、前进
街道 7#变；9∶00-17∶30 停
110KV新湾变益农462线新
南村5#变高压开关：新湾街道
新南村（5#变）一带；8∶00-8∶
30停配合梅海975线负荷倒
回工作：瓜沥横埂头垦种、靖

东垦种、蜀山街道、高运控股、
新城农业开发、大元三垦
（一）、海丰村 4#变、倍鑫机
械、欧迈洁具、恩军机械、山海
村7#变、海丰村7#变、燕芝制
冰（二）、海丰村5#变、海丰村
3#变、山海村6#变、海丰村2#
变、山海村 2#变、海丰村 6#
变、山海村 5#变、海丰村 1#
变、飞驰铸造、海丰村8#变、
前峰村5#变、山海村3#变、前
峰村4#变、前峰村10#变；8∶
00-8∶30停配合前十968线
倒负荷工作：盈丰垦种（二）、
绿宇生物、长山垦种、盈丰垦
种（三）、宁围垦种（二）、天益
水产（一）、钱江出口养殖、天
益水产（二）、党湾勤联村、荣
达废料回收公司、新中垦种、
江南地基工程、宁围垦种
（三）、西兴(南)、长河垦种、围
垦水利工程（一）、盈中村、益
农垦种（一）、创建村(围垦）、大
洋庄园（二）、宁围垦种（四）、锦
昌农业、新湾前峰村、郑洁水
产、大洋庄园（一）、纪产农业、
益农垦农、瓜沥垦种（二）、党
山垦种（二）、之江养殖、坎山
垦种（一）、萧围指挥部、新湾
农办、水产养殖、水祥黑鱼、围
垦水利工程（三）、瓜沥垦种
（四）、瓜沥垦种（三）、新湾三
新村（一）、坎山垦种（二）、瓜

沥垦种（五）、新湾冯娄村、水
祥水产（五）、水祥水产（六）、益
农垦种（二）、新湾四垦（二）、坎
山镇群谊村、新湾四垦（一）、
东梅村7#变、益农垦种（三）、
东梅村5#变、水利水电临十
六、南方型钢、东梅村4#变、东
梅村6#变；8∶00-8∶30停配合
前裘0973线倒负荷工作：瓜
沥镇如松村、瓜沥镇渔庄村
（一、二）、新湾三丰村、党湾庆
丰垦种、晓阳农业（二）、昭东
垦种（二）、靖江花神庙垦种、
靖江光明四垦、党湾梅东村
（一）、甘露四垦（一、二）、党湾
五垦、惠民特种水产、靖江农
业发展局、华恩冷拉型钢、东
桥村经济联合社、靖江镇靖南
村、甘露垦种（二）、前进街道
办事处、萧围养殖三场、联誉
实业、江东开发建设投资
（五）、丰乐村3#变、丰乐村1#
变、丰乐村 2#变、水祥水产
（一）、青年汽车（临）、坎山勇建
村；9∶00-17∶30停110KV新
湾变益农462线共兴村3#变
高压开关：新湾街道共兴村
（3#变）一带。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8 月 1日 6∶00-12∶00
停同昌365线永利村8#变∶南
阳街道永利行政村5组一带。

萧山区新塘街道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公示名单
已开始公示，现将货币化安置的名单予以公示。
货币化安置人口及货币化安置人员的面积详见萧
山区政府门户网站（www.xiaoshan.gov.cn）。如
有异议，请于公示之日起7日内向区城乡一体化建
设办公室反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提倡署
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655089 82373937
萧山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办公室

2017年7月27日

萧山区新塘街道城中村改造
货币化公示名单

萧山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工程

招标公告（重新招标）
1、资质要求：萧山区（含大江东）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的独立法人企业；项目负责人要求：具
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

2、报名地点：杭州华厦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萧山区育
才路430号）。

3、联系人及电话：顾先生，0571-82725538。
4、报名时间：2017年8月3-4日9-16时。
5、所需资料：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

许可证、项目负责人证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招标人：杭州萧山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8日

公 告
为加快机器人小镇建设，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拟在新海服饰以西、鸿兴路以北、九号坝支河以
东、慧康服饰以南建设机器人小镇展示中心项目（桥南科创中
心地块内）。现将项目方案予以公告，广泛征求意见，详细资料
可登陆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www.xetz.gov.
cn），或在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1楼进行现场查询。

公告时间自2017年7月31日至8月9日，如有意见，请
于公告期内书面意见邮寄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萧
山区市心北路99号）510室，邮编311215，或发送电子邮件
至wufy@xetz.gov.cn。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电话：0571-82856872
联系人：吴先生
地 址 ：萧山区市心北路99号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
2017年7月

要取消直接发包登记公告
杭州秋收实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在区

招投标中心办理直接发包登记手续的杭州秋收实业有

限公司家具制造业工程，结构类型为框架地上5层，面

积为14756.59平方米，造价为1200万元，中标单位为

杭州萧山城市建筑有限公司，批准文号为萧发改备案

（2016）30120号。该项目因双方合作原因，造成工程

建设无法继续，后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解除工程施工

合同，并取消编号为XS01ZJ201703006建设工程直接

发包登记单。

杭州秋收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7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邹序飞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2

年8月30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81600733171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邹序飞
2017年7月3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钱江农场诸建兴园艺场遗失杭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2年5月14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240787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钱江农场诸建兴园艺场
2017年7月31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杭峰农业技术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萧山分局 2011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000110672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杭峰农业技术有限公司
2017年7月31日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远源布艺有限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

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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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萧山北干锋尚饰品店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萧山分局 2013 年 4 月 2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81600798453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北干锋尚饰品店
2017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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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1日

晚潮时间

16:50

18:20

20:10

危险

高潮位
(米)

4.10

4.30

4.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8月1日

早潮时间

4:50

6:20

8:05

高潮位
(米)

4.10

4.60

4.40

杭 州 市 奥 体 中 心、国 际 博 览 中 心 单 元
FG16-B41-02地块，具体范围为：东北至金鸡路
西侧防护绿地，南至防护绿地，西北至奔竞大道。
地块规划设计条件及控规调整论证方案已通过区
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拟作如下调整：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7年7月
31日至8月9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1楼大厅、
钱江世纪城管委会宣传栏、利一村村委会宣传栏、
萧山日报及阳光规划网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
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公示期
内书面反馈至现场意见收集箱。

联系电话：82899249 联系人：任女士
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

2017年7月31日

公 示

项目

原规划
指标

拟调整
指标

地块编号

FG16-
B41-02

FG16-
B41-02

用地
性质

加油站
用地

加油站
用地

地块面积
（公顷）

0.29

0.29

容积率

≤0.3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25

建筑高度
（米）

≤12































大拇指养生馆
大拇指健康管理中心，问题性皮肤修复中心，
S形身材管理中心，欢迎您的到来！
地址：金城路知稼苑23幢3单元802
电话：82737668

萧山区供水公司
客服热线96390
官方微信“萧山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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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票务中心
国内 82662222
国际 82662266
火车票·旅游 82662221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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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厂房出租出售代理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厂房5000-20000
平方米出租、出售；求购∶5-30亩工业用地；求租∶
2000-20000平方米厂房；王岗18606505558。

网球培训
萧山区体育中心2017暑期网球培训开始招生
报名热线：82886800

天艺少儿艺术
开设美术类、书法类、舞蹈类多门精品课程，名师课堂
小班化教学，中、高考艺术特长生考前集训；
暑假报名送礼品，正在火热进行中……
电话：15068766958朱 15958117357陈（专业导师）
地址：萧山人民路33号4楼（花鸟鞋城往西200米）

微医全科 高端体检
定制化健康医疗服务 推广价980元起
咨询预约热线0571-83823399

诚招外协单位
杭州发达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位于萧山临浦
镇，专业制造船用齿轮箱和工程机械变速箱。
因业务拓展，现诚招配套机械加工单位若干，
有意者请联系：华先生，（0571）57576185,
13516705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