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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元

由中粮酒业有限公司
出品的长城葡萄酒是全球
500强企业中粮集团旗下
的驰名品牌，被誉为中国
葡萄酒畅销品牌，连续多
年全国产销量领先。

长城金色砂地蛇龙珠
干红葡萄酒，选用蛇龙珠
葡萄为原料，采用法国葡
萄酒专用酵母控温缓慢发
酵等工艺酿制而成。该产

品呈宝石红色，果香优雅纯正，酒香浓郁，口感
平衡协调。无论是自己喝，送父母，还是送朋
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原价1280元/箱
厂供价168元/箱

购买咨询电话：0571—85874085
购买地点：萧山日报社一楼（杭州市萧山

区城河街88号）
购买时间：2017年9月8日—2017年9

月14日
公交线路：乘坐704路、717路、718路、

726路到劲松小学下车；或乘坐655路、711
路到萧然女子医院下车；或乘坐716路到萧然
女子医院（江寺）下车。

温馨提醒：本次活动点仅限上述地址，保
障酒水质量；若参加其他购买地点活动，产生
质量问题，与我方无关。

今天开始购买

活动仅7天

长城金色砂地干红葡萄酒进驻萧山大型推广活动，厂家直
供，没有中间环节，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从工厂直接到消费者手
中，真正让利于民。

为回馈日报读者和进行品牌推广，中粮酒业有限公司拿出长
城金色砂地干红葡萄酒回馈读者。

萧山的酒友有口福了，厂家直供！

萧山日报社一楼购买

长城葡萄酒蛇龙珠干红1箱
（1箱/6瓶，750ml/瓶）

中粮原浆六年陈绍兴花雕酒1箱
（1箱/6瓶，500ml/瓶） 售完即止！

受委托，将于2017年9月15日14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萧山分中心开标三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标的及起拍价：
萧山永兴公园地下停车场三年经营权，停车场面积约5000㎡，

停车位约102个。起拍价201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二、标的咨询展示：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017 年 9 月 12 日

（8∶30-17∶30），接受咨询及查勘标的。标的展示在现场。
三、报名时间、地点：自2017年9月13日上午9时起至9月14

日16时止，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1楼大厅。法
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凭身份证
原件等。同时提交银行竞买保证金进账单（竞买人须以本人名义交
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须以银行转账、电汇、银行汇票等非现金方式
交纳，交纳保证金时，需在进账单凭证上注明“停车场保证金”，保证
金应确保在9月14日15时前交至浙江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
行：杭州银行城站支行 账 号：77602010603022 联系人：
13967105908金小姐 萧山市场监管局监督电话：83899063

浙江汇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9月8日

招标编号：CQPM-20170902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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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
晚潮时间
02:38
01:20
03:03
危险

高潮位
(米)

5.35
5.60
5.2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9月9日
早潮时间
15:11
13:50
15:37

高潮位
(米)

5.15
5.35
5.05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叶达五金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萧 山 分 局 2007 年 8 月 28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
330181000016668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叶达五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6日

萧山城区杨岐山单元XH0304-01、02、04、05地块位于浙江省萧山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北至亚太路，东至雷开
路，南至规划杨岐山路，西至湘戴北路。该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规划控制指标建议如下：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9月18日在萧山区办事服务中心1楼大厅、湘管委宣传栏、湘湖南
苑社区居民委员会宣传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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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99240、28899223 联系人：刘女士
杭州市规划局萧山规划分局 2017年9月7日

公

告

建议
指标

地块编号
XH0304-01

XH0304-02

XH0304-04

XH0304-05

用地性质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

防护绿地

防护绿地

用地面积（公顷）
19.9

8.85

1.57

1.65

容积率
2.3

1.6

——

——

建筑限高(m)
50

50

——

——

建筑密度(%)
35

35

——

——

绿地率(%)
30

30

——

——

备注
商业建筑面积不少于地上建筑面积80%。

商业建筑面积不少于地上建筑面积30%。

——

——

东南空运诚聘

1、装卸工数名：男，20-
45岁，月薪4500元以上。2、
B2驾驶员数名：男，货运上岗
证，25-45岁，月薪5000元以
上。3、临时装卸工数名，包食
宿，交5险等。地址：杭州萧山
机场货运A区 12-14号，李
13777380277。

招 聘

人民银行食堂招聘厨师
1名，服务员2名，薪资待遇

面谈，用工方式为劳务派
遣。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萧山分公司，联系人：
邵琴，联系方式：82836002，
13588795136。

●遗失陈蓥烨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代码：233001590145，
号码：00385605，声明遗失。
●遗失杭州欧本服饰有限公
司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64460301，声明作废。
●遗失马国裕《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

别：电工作业，证号：T339005
197603234817，声明作废。

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9月11日 9∶00-19∶30
停江政0316A线导线更换改
造 一 期 工 程（城 北）江 政
0316A线线路改造∶新江村、
江东村（9#变）、江建村（2#、
7#）、新东村（5#变）、江南养殖
（一、二、三、七）、星博传动机
械、南阳南丰村、南阳南丰垦
种、南阳五垦（一）、可峰包装、
宏恒五金、翁炳贤化纤厂、永
博铭化纤一带；9∶00-19∶30
停廿围061线线路改造一期
工程（丰安）廿围061线线路

改造∶党湾勤联村、新围、新湾
（一）、江南春、靖江镇农业发
展局、广绿生物肥料、新东湾
农业（一）、龙翔养殖（三）、萧
围工程队（三）、瓜沥镇大义村
（一）、围垦造地开发（一）、水
利围垦综合开发、省围垦造地
开发公司（一）一带；9∶00-17
∶30停2017年义蓬街道低压
开关柜更换改造一期工程（丰
安）长红村1#变低压屏更换∶
新湾街道长红村(1#变)一带；
9∶00-17∶30停 2017年义蓬
街道低压开关柜更换改造一
期工程（丰安）春雷村1#变低
压屏更换∶义蓬街道春雷村
(1#变)一带。

9月9日 7∶30-17∶30停来苏C426线鲁公桥
社区3#变综合柜低压开关及闸刀∶蜀山街道鲁公桥
社区一带；7∶30-17∶30停四翔A574线四翔村12#变
综合柜低压A路开关及闸刀∶衙前镇四翔村俞家上一
带；7∶30-17∶30停杭柴A590线董家埭社区6#变综
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闸刀∶新塘街道董家埭社
区142号周边一带；8∶25-16∶25停永盛A323线01/
02#杆华乔分线开关∶靖江街道安澜桥村及华乔纺织、
靖江纸制品等一带；8∶45-16∶45停永盛A323线46#
杆德意分线开关∶靖江街道伟南村及靖江初级中学、
德意空港商业发展等一带；8∶35-12∶35停协谊C142
线协谊村8#变∶靖江街道协谊村一带；7∶30-12∶30
停东联A490线五六二村2#变∶益农镇五六二村18
组一带；12∶30-17∶30停东联A490线赵家湾村13#
变∶益农镇赵家湾村10组一带；12∶30-17∶30停东联
A490线五六二村22#变∶益农镇五六二村1组一带；
7∶30-17∶30停黎明A338线黎明村9#变∶靖江街道
黎明村8组村委附近一带；7∶30-17∶30停永盛A323
线安澜桥村1#变∶靖江街道文化路、靖中路、安澜路、
小商品市场一带；7∶30-17∶30停肆联C472线友谊
村5#变∶瓜沥镇友谊村5组一带。

9月10日 8∶30-17∶30停西山C816线01#杆
后段线路∶蜀山街道黄家河社区、联华社区、柏利服饰、
万隆煤气、龙兴黄家河混凝土、科迪纱业、鸿丰包装制
品、萧山园林科技、神豪机械、汇利纺织、晨天快递、乾
宇林齿轮减速机、县供销职工学校、华进花边、兴发机

械、华裕纺织及其周边一带；7∶30-17∶30停萧晖
C423线鲁公桥社区1#变综合柜低压A路开关及闸刀
∶蜀山街道鲁公桥社区预制场一带；7∶30-17∶30停衙
北C578线凤凰村11#变综合柜低压A路开关及闸刀∶
衙前镇凤凰村卫家一带；7∶30-17∶30停杭柴A590线
董家埭社区7#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闸刀∶新
塘街道董家埭社区新大楼周边一带；7∶30-12∶30停
四围A492线兴裕村3#变∶益农镇兴裕村2组、3组南
排一带；12∶30-17∶30停长北C656线群英村19#变∶
益农镇群英村12组一带；7∶30-17∶30停黎明A338
线黎明村7#变∶靖江街道安澜路、后街、黎明村12组、
靖江职高一带；7∶30-17∶30停梦妮C324线三盈村
15#变∶瓜沥镇（坎山片）三盈村1组，12组一带。

9月11日 8∶30-17∶30停阳光C106线经发分支
开G12经发公变：城厢街道萧山区经济和信息化局、育
才西苑小区以及周边一带；8∶30-17∶30停萧一C421
线崇化51幢公变8-3分支开关：城厢街道俊良社区47
幢、57幢；7∶30-17∶30停裘江A605线裘江新村1#变
A路、B路：新塘街道裘江新村打纸埭新农村一带；8∶
35-12∶35停大和C662线长联村12#变：瓜沥镇长联
村11组一带；13∶35-17∶35停大和C662线长联村
15#变：瓜沥镇长联村10组一带；7∶30-17∶30停神龙
362线龙虎村7#变：南阳街道龙虎行政村八组等一带；
7∶30-17∶30停张金C154线甘露村15#变：靖江街道
甘露村3、5组一带；7∶30-17∶30停沙田A091线沙田
头村20#变：瓜沥镇沙田头村4组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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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拇指养生馆
健康与美丽咨询：1、细胞年轻使人年轻。血
液干净使人健康。2、面部V脸逆时光，被称
为徒手整形。3产品可团购批发。地址：金
城路知稼苑 23 幢 3 单元 802 室，电话：
82737668，13906710205。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