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三潭纺织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02年4月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MA2GEAF980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声
明作废。 杭州萧山三潭纺织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减资公告
经杭州智兴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1220万元减至20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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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要求本公司清算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诚招消防设施设备维保单位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诚招消防设施设备维保单

位，资质要求维保一级，具体维保要求到公司面谈，报名时
间：2019年4月18、19、22日共3天。公司地址：萧山区市
心南路40号7楼，联系电话：0571-82629632。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总公司

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将于2019年4月18日起对萧山区西
郊公墓进行提升改造。

联系电话13588463559

求购工业厂房土地
代理大型厂房出售出租业务，
代办厂房土地转让过户手续，
联系人：王岗18606505558。
金点子婚介
13735826379 82655749
万名青中老各阶层有公务员、
事业、国企、教师、白领、医生、
工程师、上门女婿等。

●遗失大江东新湾街道共
和村浙江省杭州市农村经济
组织统一收据一本，号码：
1233201-1233250，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沈达废旧物资
回收有限公司财务章、法人
章，声明作废。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4月16日 9:00-16:30
停申联C942线群力村2#变：
区瓜沥镇群力村一带；9:30-
17:00停港隆C928线世安桥

村11#变：瓜沥镇世安桥村一
带 ；9:30- 17:00 停 港 隆
C928线世安桥村1#变：瓜沥
镇世安桥村一带；8:30-16:
30停银河C769线银河小区
8#公变低压分路开关：北干街
道银河小区17、18、56、57、59
幢及其周边一带；8:30-15:
30停劳动C537线29/02#杆
（集镇4号分线开关）：临浦镇
集镇4组一带；8:30-15:00
停戈雅C274线变电所间隔开
关：闻堰街道戈雅公寓小区；
8：00-17：00停二王C251线

三泉王村1#变：所前三泉王村
一带。

大江东供电局计划停电预告

4 月 16 日 9: 00- 13：
30停头镇0306线70#杆-公
寓分线 2/03#导线更换（久
邦）启江变头镇306线70至
109#杆之间分线绝缘化改造
工程：大江东义蓬街道东江
公寓、头蓬街道、仓北村、和
平纺纱、江东花边服饰（二）、
圣创铝压机械、尚杰建筑材
料一带。启 事

便民热线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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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
晚潮时间
17:50
18:06
20:00
危险

高潮位
(米)
4.30
4.30
4.6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16日
早潮时间
05:00
05:18
07:15

高潮位
(米)
5.00
4.90
4.75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CQPM-20190403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杭州天易成环保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并。合
并前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合并前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天易成
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续存，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后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1000万元。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和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承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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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
公告。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3日14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萧山分中心(市心中路1069号)4楼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萧山区广浦公寓14套商铺为整体拍租（本项目

除引进日常配套的商业外，主要以教育类为主）建筑面积约6113.86

㎡，首年租金起拍参考价111.5779万元，参拍保证金20万元。

注：以上标的禁止经营网吧、机床、五金加工和物流、烟花爆竹、

化工等涉及污染大、噪音大和易燃易爆物品的商品，禁止用于危险

物品的仓储；标的面积仅供参考，均以房屋现状为准；租赁期限为5

年,具体时间以租赁合同为准。租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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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法

人方可报名参加竞买。

三、展示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2019年4月18日前接受咨询、

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有竞买意向者向（户名：

杭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萧 山 分 中 心, 账 号 ：

33001617035053000389 ,开户行：建行萧山支行），保证金须2019

年4月22日15:30前到达指定账户（保证金不计息）。

四、报名手续：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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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交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

中心开具的保证金递交函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

代办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2019年4月19日、22日（9:00--15:30）

六、报名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59号清波商厦E-305室

咨询电话：0571-88971710、1586811155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CQPM-20190404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3日15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萧山分中心（市心中路1069号）4楼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湘湖隧道山北管理用房五年租赁权，建筑面

积约1775.7㎡，首年租金起拍价120万元，参拍保证金30万元。

注：以上标的属临时建筑，未办理产证，拍卖成交后若因产证问

题产生违约责任由委托方自行承担，室外场地不承诺仅提供给承租

方使用。租赁期内标的用途仅限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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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2年租金不变，第3年起租金每年递增5%。租金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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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法

人方可报名参加竞买。

三、展示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2019年4月18日前接受咨询、

察勘标的（双休日除外），标的物现场展示。有竞买意向者向（户名：

杭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萧 山 分 中 心 ；账 号 ：

33001617035053000389；开户行：建行萧山支行）缴纳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须确保在2019年4月22日下午15时30分前到达指定

账户（保证金不计息）。

四、报名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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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交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

开具的保证金递交函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以上手续如委托他人代办

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2019年4月19日、22日（9:00--15:30）

六、报名地点：杭州市西湖大道259号清波商厦E-305室

咨询电话：0571-88971710、15868111553

浙江耀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杭州天易成环保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合并。合
并前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合并前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州天易成
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续存，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注销。合并后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1000万元。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和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承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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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
公告。

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杭州天易成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杭州丹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告

西郊公墓
改造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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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恒逸研究院揭牌 主攻“一滴油两根丝”
中国主办者大会暨会展财富论坛在萧举行

区供销联社“三送”下乡到益农

华锋村有个特殊的送餐服务

开发区公交首末站及
自走式停车楼项目，于去年
3月开工建设，是全区第一
个自走式停车楼项目。目前
已通过五方验收，正在进行
电梯设备的安装和内部装修
等，预计今年年底可投入使
用。

记者 丁毅 摄

自走式停车楼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张帆

“王奶奶！开开门，我们来给您送午
餐了！”每天中午11点，进化镇华锋村志愿
者们骑着“小电驴”“送餐车”，带着一个个
保温饭盒，准时将热气腾腾的午饭送到村
里老人家中。

为打响华锋“华美先锋、德孝兴村”品
牌，努力服务好高龄老人，近日，华锋村成
立志愿者队伍，独家定制“送餐车”，用心
打造“舌尖上的养老服务”。

一位志愿者告诉记者，他们在每天上
午10点40分之前搭配好一荤两素，挨家
挨户上门送餐。“敬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美德，我退休了，时间多，每天为这群
可爱的‘老小孩’送餐，与他们聊聊天，我

觉得很充实。”如今，村里老人们已经习惯
每天中午等着这辆独家定制的“小电驴”
上门送餐服务。

据了解，在华锋村，年满85周岁的老
人即可报名享受送餐服务，每餐每人缴纳
3元，其余餐费由村内孝亲福地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补贴，每周菜谱及时公布。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华锋村志愿者下
村对有意向用餐老人进行排查摸底，联系
老人子女商讨用餐情况，并咨询老人是否
有忌口及过敏情况，做好登记留档，并邀
请镇卫生院医生免费上门给老人体检，便
于更加合理地安排菜谱。

“我年级大了，行动不方便，吃饭成了
问题，现在村里有了志愿者送餐服务，每
天吃得很好，志愿者们也常常来陪我聊聊

天，我感到很幸福。”提起这项送餐服务，
华锋村老人们赞不绝口。

不仅是老人们感受到了便利，平时忙
于工作的老人子女也很支持这项服务工
作。“自从报名后，村里给我们建了一个微
信群，每天可以在群里看到菜单和父母亲
用餐情况，真的很感动也很放心。”

华锋村村干部表示：“我们为老年人
提供午餐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平台，
更是让大家都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身体
力行推广孝道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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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3日上午，第十八届中国
主办者大会暨中国会展财富论坛在萧
开幕。大会就会展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文旅融合下的城市会展活动创新、
新形势下会议产业的新动能新发展、进
博会与会展国际化、智慧场馆与绿色会
议、资本当下的会展项目并购等内容作
主旨报告。

“难逢的历史机遇、有效的政府支
持、有力的产业支撑、完备的会展设施、
便捷的区域交通，萧山会展正凭着这五
大优势全力推进‘国际会展目的地’的
打造。”区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今年初我区新一轮机构改革中，会展
和招商职能合并成立萧山区投资促进
局，着力做好以会展业促进我区重点产

业升级发展、以会展业促进我区招商引
资这两篇文章。

此外，第十八届中国主办者大会暨
中国会展财富论坛还会通过中国主办者
对话峰会研讨大消费背景下的会展消费
类展会创新和发展，智慧化、大数据背景
下会展的创新和发展，大消费大文旅下
的会议创新和发展等内容；通过酒店对
话峰会研讨会展及商务赋能酒店业动能
新进化和IP赋能构筑酒店经营核心竞争
力，并举行会展项目对接等主要活动。

据悉，2018年萧山共举办各类展
览80个，举办各类会议9035个，萧山
会展的国际化程度显著增强，已成为杭
州会展业发展的主战场和中坚力量。

(王俞楠 高丽青)

本报讯 12日，区供销联社在益农
镇三围村开展“送农资送科技送服务”
下乡访民情备春耕活动，免费向农户赠
送种子、化肥等农业物资，举办科学施
肥用药培训班，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受
到广大农户欢迎。

三围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特色村，
其中芹菜品牌远近闻名。但在实际生
产经营过程中，也会碰到种植技术缺
乏、农种逐步退化、市场信息相对滞后、
市场风险难以把控等诸多实际问题。
区供销联社作为益农镇三围村“民情双
访”结对单位，通过深入开展走访调研，
面对面了解农户种植、收入情况，手把

手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并举办新品种新
技术推广培训，将新品科技送到基层农村。

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脱贫，强化
“造血功能”，区供销联社通过与三围村
签订“一村一品一合作社”建设协议，重
点扶持发展三围村农产品品牌建设，探
索出“农民合作社+扶贫基地+贫困户+
专业市场”的产业扶贫模式。据悉，今
年区供销联社将继续深化与三围村“结
对”活动，重点抓好培训共办、党建共
建、品牌共育、困难共帮等四项工作，从
而推动小农户实现大合作构建大产业，
助推益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来静怡 龚洁）

■记者 王艺霖 通讯员 王晨晨

本报讯 日前，浙江大学—恒逸全球
未来先进技术研究院揭牌仪式暨理事会
议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这是化
纤巨头恒逸集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的重
要举措，也是传统行业智能化转型升级进
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事件。

据悉，浙江大学—恒逸全球未来先进
技术研究院是目前浙大规模最大的研究
院之一。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恒逸“一滴油
（原油），两根丝（涤纶和锦纶）”的战略紧
密展开，旨在贯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全
产业链巨头的愿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
将技术板块作为核心领域，研究还将拓展
到金融、国际等板块。

如何开创研究机构与行业同鸣共振
的新局面？浙江大学副校长王立忠认

为，教授应深入车间一线调研，了解企业
痛点，用巅峰性技术解决企业需求。校
企双方要加强交流，加强互动，加强了
解，创新体制机制，提高效率效能，为国
家智能制造发展、全球技术革命作出重
要贡献。

“成立研究院的初衷，是探索校企合
作新模式，精确瞄准工业化，构筑科研新
高地。”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王松林表示，研究院坚持政策先行先
试，打破常规管理模式，拓展课题研究范
围，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积极性。希望借
助浙大人才技术优势，真正解决行业痛
点。

就在今年2月，南京工业大学—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正式启
动。恒逸方面表示，恒逸和南工大要做新
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加强产业化实现，探

索用人模式、激励模式、课题管理模式以
及从小试、中试到产业化的新路径，以此
智力支撑对企业的产业提供真正的原动
力，并形成良性循环。

专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产业优势发
展，恒逸翻开了我区校企合作的新篇章。
在此之前，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模式多
是围绕人才培养的方向展开。例如不久
前，由萧企荣盛石化控股的浙石化与浙江
理工大学签署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项
目》相关协议，双方搭建桥梁，为学生就业
实习，企业凝聚吸纳人才提供了机会。

在萧山经济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
升级和大力提倡创新创业的今天，校企合
作逐渐成为我区民营企业拓展产业发展
方向，打造高水平科研智库的新方式。而
合作内容的日益多元、深入，也为今后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保障。

南阳召开网格员工作会议
本报讯 12日上午，南阳街道召开

网格员工作会议，通报第一季度网格工
作情况，并布置下阶段工作。

会议要求专职网格员，要沉下身
子，掌握实情，以网格内户数人口清、工
商单位清、党员组长清、困难家庭清、重
点人群清、矛盾纠纷清、安全隐患清、房
屋出租清等“八清”为目标，知道群众

“想什么”“干什么”以及“需要什么”，管
理服务好所属网格；二要付出真心，解
决实事，做好“四个勤”，即勤走访，勤检

查，勤处理，勤宣传；三要投入精力，谋
求长效，处理好村干部条线工作与网格
工作之间的关系，真正融入网格，管理
网格，服务网格，将网格的建设与发展
与政绩结合起来，体现网格员的价值。

会上，南阳派出所、空港环保所、市
北交警中队等三个派驻机构分别对全
体网格员进行了扫黑除恶、环保业务、
交通法律法规及交通事故处置程序等
专题培训。

（张肖乐 周钰 金建武）

湘湖景区职工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 12日下午，湘湖景区职工

代表大会举行，介绍湘湖景区提升新一
轮三年行动计划主要工作，并就下一阶
段细化工作进行了部署。

据悉，在区委区政府“环境立区”的
大战略下，湘湖管委会按照高起点谋
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以

“七大行动”为抓手，编制了湘湖景区提
升三年行动计划。

湘湖党工委负责人表示，要以“杭
州城市眼、智汇磁力场、创享幸福城”

为目标，深度拓展查找景区发展的问
题和瓶颈，以足够的勇气和客观的态
度面对短板，知贫而后勇，奋起而直
追。湘湖景区将提高站位，坚定信心；
擦亮底色，提升品质；完善配套，赋能
智慧；创新实践，引爆营销；强化管理，
狠抓队伍，为推进萧山创造强区建设，
贡献湘湖的能量。

会上，湘湖景区管理公司、跨湖桥
遗址博物馆、少儿公园职工代表作了表
态发言。 （徐文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