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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2017年12月15日14时在杭州市萧山区振
宁路600号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开标三厅举
行拍卖会，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9、141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51.33㎡，首年租金起拍价27618元，保证金6000元。
2、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43、145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51.33㎡，首年租金起拍价27618元，保证金6000元。
3、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47、149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51.33㎡，首年租金起拍价27618元，保证金6000元。
4、位于萧山区晨晖路207、209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311.62㎡，首年租金起拍价56871元，保证金1.5万元。
5、位于萧山区晨晖路241、243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51.32㎡，首年租金起拍价27616元，保证金6000元。
6、位于萧山区高桥路1108号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124.55㎡，首年租金起拍价22730元，保证金6000元。
7、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12号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302.69㎡，首年租金起拍价204391元，保证金5万元。
8、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22号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302.69㎡，首年租金起拍价204391元，保证金5万元。
9、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24号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302.69㎡，首年租金起拍价204391元，保证金5万元。
10、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26、1328号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约344.85㎡，首年租金起拍价232860元，保证金5万元。
11、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30、1332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约356.17㎡，首年租金起拍价240504元，保证金5万元。
12、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34号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302.63㎡，首年租金起拍价204351元，保证金5万元。
13、位于萧山区晨晖路1338号五年租赁权，建筑面积约

201.63㎡，首年租金起拍价136151元，保证金5万元。
注：禁止经营网吧、住宿、烟花爆竹、化工、餐饮等涉及污染

大、噪音大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品，禁止用于危险物品的仓储，
禁止擅自转让。标的面积仅供参考，均以房屋现状为准。租赁
期限为五年，自2018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每
年租金递增5%。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二、竞买人须具备的条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对拍
品有意向的法人和自然人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三、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至12月12日接受咨询、察勘
标的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有意竞买者向指定
账户（户名：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农行吴山支行；
账号：19005801040012557）缴纳拍卖保证金（保证金须确保
在2017年12月14日下午15时前到账，不计息）。交纳保证金
后，凭有效证件（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自然人凭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报名的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办理报名竞买手续。

四、报名时间：2017年 12月 13日-12月 14日（上午9:
00-11:30下午13:00-16:00）

五、报名地点：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1楼
大厅。

咨询电话：18958070668、18968139558
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yj111.cn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571-8389906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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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杭州先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交
通工程建设的施工企业。公司现具有公路、桥梁、隧道、港口、航
道、市政工程等多项施工承包资质。2016年工程中标金额突破8
亿元，现面向社会诚聘企业人才。

二、招聘岗位及要求：

三、报名方式：符合岗位招聘条件者，需提供身份证、学历、学
位证书、职称证书、荣誉证书等相关材料及填写人才应聘表（表格
由公司提供），并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报名：

（1）以电子材料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hzxglq@163.com。
（2）将材料复印件邮寄至公司办公室。
联系人：蔡先生，联系电话：0571-82896798，邮寄地址：杭州

市萧山区金城路458号萧山国际商务中心1幢1302室，邮编：
311202。

杭州先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1日

杭州先高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人才招聘公告

序号
一 公司总部

1

2

3

二 下属项目部

1

2

招聘部门

技术部门

办公室

财务部

工程技术员

试验检测员

岗位

部门经理

行政人员

财务人员

人数

3

2

2

10

5

招聘要求

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公路或港
口航道一级建造师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行政管
理、人力资源等相关专业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财务专
业，助理会计师以上职称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土木、路
桥等相关专业，愿在工程施工
一线工作

试验检测员及以上持证人员

薪资待遇

年薪面议

年薪面议

年薪面议

年薪面议

年薪面议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城厢鸿惠房产代理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萧山分局2013年12月31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330181600359776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城厢鸿惠房产代理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更正公告
2017年11月20日本报刊登的杭州欣阳三友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杭州欣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两公告
有误，现更正为后者吸收合并前者，前者注销，后者续存，
前者债务债权由后者继承。合并后的后者注册资本为
36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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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其他内容不变。特此公告。

杭州欣阳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欣阳三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闻家堰

潮水涌高等级

12月7日
晚潮时间
15:45
16:01
17：52
危险

高潮位
(米)
5.00
5.00
4.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8日
早潮时间
03:35
03:50
05:30

高潮位
(米)
4.60
4.60
4.30

萧山电大
——家门口的大学

萧山电大，全国示范性电
大，政府公办高等院校，学科门
类齐全，设有理工、经管、文科三
大类40余个本科、专科专业，现
有各类在校生8000余人。2018
年春季各类本科、专科招生报名
已经开始，3月份入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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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田红友浙江省医疗住院
收费票据，代码：31301，号码：
71994621，声明作废。
●遗失代文祥 4128271992030
58193汽车维修工五级职业资
格证书，证书号：091120000050
9453，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萧山维纳斯自行车
车架厂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330181143423414，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晨邦卫浴有限公司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330
10903759720X，声明作废。
●遗失陈瑶西北政法大学法学
专业毕业证书，证书编号10726
1201005001604，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12 月 8 日 8∶30-12∶30
停雍景C768线雍景湾1#公变
低压出线开关：北干街道雍景湾
2、3、4、5幢及物业及其周边一
带；13∶30-17∶30停惠六A127

线顺发恒园12#公变低压出线
开关：北干街道顺发恒园20号
楼及物业、周边商铺及其周边一
带；7∶30-17∶30 停恒达 C135
线变电所间隔开关：靖江街道义
南村及博立格纤维、恒达钢结
构、恒生物业服务一带；7∶
30-17∶30停义南C143线变电
所间隔开关：靖江街道协谊村、
义南村及福恩纺织、申发电气、
恒水水利机械、钱港化纤、铭盛
天玑纺织、丽博橱柜、萧山福音
医院一带；8∶45-17∶45停明朗
C862 线 01#杆明朗 C8621 开
关：瓜沥镇东恩村、明朗花园、房

管所、明朗新村、殿下路及瓜沥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萧山粮食
购销瓜沥分公司、萧山区第二人
民医院、萧山市第八高级中学、
瓜沥镇第一初级中学、永兴化
纤、老大昌调味品、萧山双鲸消
防机械、萧山供销贸易中心一
带；8∶35-17∶30停先百A215
线先百开G17海德服饰：新街街
道晨钟服饰、浙江三友发展集团
等一带；8∶30-15∶00 停隆新
C707线：红山村及禾新化工、阳
力钢结构、南阳新纪元经济开
发、钱塘江管理局杭州管理处、、
萧山区钱塘江灌区管理处、油品

储运、中纺控股集团、科成金属
制品、星时达塑业、仁源汽配、可
淋普包装科技、南阳造纸、仁源
汽配、九鼎纸管、益佳工艺五金
厂、中石油管道西气东输分公
司、萧山陆伟庆砂石、佳宇泡沫
制品、萧山区青少年劳技培训服
务中心、南阳镇华林石料加工
场、萧山区青少年劳技培训服务
中心等一带。

江东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12 月 8 日 9∶00-12∶30
停110KV前进变下沙976线前

峰村2#变高压开关：新湾街道
前峰村；9∶00-17∶30停110KV
前进变前染963线东升村3#变
高压开关：新湾街道东升村；9∶
00-19∶30停 110KV前进变前
染963线（2812-2813-纪长站
农二场线）：临江安置小区、长征
村、新峰村、临江投资（三）、农二
场（四、金匀盛科技一带；13∶
30-14∶30停新创502线倒负荷
工作：河庄街道围中村、闸北村、
文伟村、新围村、河庄街道、皇冠
卫浴、业丹纺织品、河庄灯饰电
镀、新围麻站、闸北村经济联合
社（二）、朗鑫实业、万奇服饰、闸

北村经济联合社(一)、汇杰有机
硅、江东市政（十）、博江科技、龙
杰实业、泛美工贸、江东机械厂、
奇观制衣、盛铭绣品、启聪纺织、
亮达服饰绣品、亮光纺织花边、
宝山市政设施、新围邮电所、盛
璐纺织、翱天制衣、张氏纺织、江
东水泥制品、孝贤塑业一带；13∶
30-14∶30停钱印0509线倒负
荷工作：河庄街道新东村、围中
村、闸北村、阳力农业、水利水电
第六工程局、瓜沥东恩、公交一
变、江东市政（十三）、新围小学、
闸北村经济联合社、新围初级中
学（二）、祥强房产。

■记者 龚洁

本报讯 随着“五水共治”的深入推
进，萧山的河道呈现出水清岸绿、水草摇
曳、鱼儿成群的动人画面，三五成群休闲
垂钓也成为各河道边的一道风景。

不过，随着水质好转，水生生物的增
多，萧山河道的非法捕捞现象也有所抬
头。11月，益农镇王某在该镇三围村附
近水域进行非法电捕鱼时，被执法人员当
场查获。王某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被公安机关刑拘。这已经不是我区第一
例因非法电捕鱼被刑拘的案例。

自9月起，萧山全面开展严厉打击非
法捕捞专项行动。为了保护和科学利用

渔业资源，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促进渔业
可持续发展，巩固“五水共治”成果，从12
月1日起，我区实施禁渔区制度，禁渔区
范围包括官河、北塘河、白洋川等65条区
级河道，全长497.738公里，以及大同溪、
西山排涝河、山阴河等220条镇级河道，
全长455.596公里。

根据“禁渔令”，我区全年实施禁渔，
禁止一切渔业捕捞活动（休闲游钓除
外）。有关科研单位因开展渔业资源调查
研究等特殊需要在禁渔区间作业的，须由
区级渔业主管部门报经省海洋与渔业局
同意。对于违法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
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浙
江省渔业管理条例》、《杭州市渔业资源保

护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给予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渔具、渔获物，并处以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捕捞许可证，直至扣留或
没收渔船。涉嫌刑事犯罪的，依法移交司
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截至11月22日，萧山有34
人因非法电力捕鱼或者销售禁用渔具被
顶格处罚，2人因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被刑拘。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保持执法监管高
压态势，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对涉案当事
人从速、从重处罚，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营
造浓厚氛围，加大镇街、部门协调配合力
度，落实长效管控措施，共同维护萧山的
水生态环境。

初冬的早晨初冬的早晨
湘湖雾气升腾湘湖雾气升腾
缥缈如仙境缥缈如仙境

本月起萧山禁渔区生效
非法捕捞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通讯员通讯员 来疆来疆 首席记者首席记者 范方斌范方斌

“仙境” ■记者 童志辉

从选址到图纸设计、再到具体施
工，以及后期法制文化建设和项目图
册、视频宣传资料制作，他全程参与，连
续一个多月吃住在单位，监工、抠细节，
反复推敲，最终打造出全国县级公安机
关“三位一体”样板，实现闭环管理，为
区公安分局顺利成为“全省公安机关执
法示范单位”奠定了基础。作为“三位
一体”机制建设和硬件建设的主创人
员，法制大队民警王卫忠功不可没。

设在区公安分局一层、1500余平
方米的接报案中心、执法管理中心和执
法办案中心，在推动执法管理集约化、
标准化、精细化的同时，也让“又多又好
又快”办案成为现实。市民李女士手机
被盗，她选择在大厅内的自助报案机上
报案，5分钟就完成了自助报案。

“分局级的业务大队集约化办案，
在全市乃至全省都是先行者。今年3
月接到任务时，我和同事们对着省厅的

‘三位一体’文件和上级指示精神，不停
地研究，不断地讨论，加班到凌晨是常
有的事。”从位置的设定、制度标牌放
置、内容框定；从基建到文化设计；从硬
件到软件，一次次、一遍遍地尝试、模
拟，在每天几万步的行走中，“三位一

体”功能区逐渐建立完善。王卫忠一个
多月吃住在单位，蹲点在建设工地，注
重细节、高标准、严要求，把原先堆放矿
泉水的仓库，“从无到有”地改造成集接
报案、执法办案、执法管理于一体的三
个中心。

由于三个中心均接入智能化、信息
化、精细化、标准化、流程化管理，高质
量打造成全国一流的分局级执法办案
封闭圈管控模式，得到了上级公安机关
充分肯定。今年在省厅示范单位评比
中，区公安分局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膺

“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这是该
局在执法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

“三位一体”建成后，“推进受案立
案制度改革”项目被列入市委2017年
重点改革任务，王卫忠积极建言献策，
秉承“最大化便捷报案群众”理念，按照
县级公安机关、派出所“二级构架”模
式，推行“最多跑一次”“就近跑一次”，
并针对该模式下的相关问题提出解决
方案，形成了可借鉴可复制经验。目
前，这一经验正被各地复制推广，吸引
了全国百余家兄弟单位前来学习。

王卫忠：打造“三位一体”样板
实现办案闭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