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告所列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已逾三年，
至今未办理注销登记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本局拟
决定强制注销上述企业。

对上述拟强制注销决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
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
形式向本局提出；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应当在收到
本告知书之日起五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举行听证

的要求。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公告内容同时在《萧山日报》、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和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网站（网址 http://www.xiaoshan.gov.cn/col/
col1402503/index.html）上发布。公告所列企业
名单详见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联系电话：83899055/83899070。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4月16日

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企业告知书
萧市监企注告字[2020]1号

想尽快找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搞定自
家的装修吗？想将梦想中的家居生活变
为现实吗？时值装修旺季，或许不少待装
业主正在烦恼如何找到一家信得过的装
修公司，毕竟装修的质量关系到日后生活
的舒适度。

本土、专业的装修公司

一家好的装修公司，口碑也是非常好
的，所以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首
先会从装修公司的口碑去考虑，特别是现
在社会各种造假层出不穷，更是防不胜
防，口碑是鉴别装修公司好坏的标准。恒
彩装饰，作为一家本土口碑好的装修公
司，专业从事家居、别墅、写字楼、商铺、酒
店等室内外工程装饰设计和施工。公司
成立于2011年6月，拥有优秀的专业设计
团队和精湛的施工人员，秉承“口碑相传，
永续经营”的理念，从事室内设计、室内施
工、全屋精装、全屋整装、全屋软装、全屋
工装为一体的装饰企业，自成立以来凭借
自己的实干赢得了非常良好的口碑。

其次，业主们也可以去恒彩实地考
察，观察一下办公场地环境与实力，以及
材料展厅是否齐全。当然，选择一家装修
公司的好坏，业主们可以去恒彩工地体
验，装修公司的施工和管理，最能通过实
地观察直观体现出来，比如在建工地是否
整洁，打理是否井井有条，工艺是否与展
示工艺图片相吻合等。

恒彩装饰7周年店庆
装修客户尊享

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的贴心服务，恒

彩装饰在4月19日7周年店庆来临之际，
特别推出精装客户尊享活动。

一、品质专享下定礼

1.活动期间，下定客户即可参与砸金
蛋活动；

2.活动期间，下定客户获得全屋网格
布，价值2500元，例：100㎡户型，铺设网
格布面积200㎡，网格布价格：12.5 元/㎡，
200×12.5=2500 元。

二、工艺升级大礼包

（1）砌墙：普通红砖，升级为PC砖块，
价值1500元；

（2）水电：普通零交叉工艺，升级为大
弧弯零交叉工艺，价值1500元；

（3）木工：普通木龙骨吊顶，升级为全
轻钢龙骨吊顶，价值1000元；

（4）木工：衣柜柜体普通工艺，升级为
无痕钉工艺，价值1000元；

（5）油漆：普通滚涂工艺，升级为喷涂
工艺，价值1000元。

三、基材升级大礼包

（1）水管：普通保利水管，升级为德国
立乐原装进口，价值800元；

（2）电线：普通千岛湖永通电线，升级
为千岛湖低烟无卤阻燃线，价值700元；

（3）板材：环保等级E1级别，升级为
环保等级E0级别 ，价值1500元；

（4）石膏板：普通石膏板，升级为森鹿
无醛石膏板，价值500元；

（5）乳胶漆：普通立邦净味系列，升级
为德国阿尔贝娜皓雅，价值3500元。

四、主材升级大礼包

（1）整体橱柜：选择丽居雅图免费
升级，多层板柜体，套餐内配置升级一
套碗篮+2 个抽屉（原套餐只含一个碗
篮或两个抽屉），其中多层板+抽屉，价

值2000元；
（2）插座：本次活动选择朗尊开关，免费

升级3个带USB接口插座，价值300元；
（3）地板：本次活动选择品牌大自然、

圣象、世友地板，部分实木地板免费升级
使用，价值3000元；

（4）木门：本次活动选择亿博、金威凯
普赛木门，平板门免费升级扣线房门，价
值3000元；

（5）淋浴房：本次活动选择四维、事
达、汀斯诺克三大品牌，免费升级防爆膜，
价值500元；

（6）瓷砖：部分800×800㎜原补差价款
地砖，本次活动免费升级；部分600×1200
㎜大砖，本次活动免费升级，价值2000元；

（7）集成吊顶：本次活动选择：名族、
奥华两大品牌，额外赠送卫生间300×300
㎜方灯一个；

（8）集成吊顶：本次活动所有厨房
原 300×300㎜照明，免费升级 300×
600㎜长灯；卫生间 300×300㎜三合一
电器，免费升级 300×600㎜三合一电
器，价值800元。

五、品质家装大礼包

活动期间，交5000元定金，即送能率
燃气热水器（型号：GQ-13H1FEX），价值
4599元；

活动期间，交 5000元定金，即送老板油
烟机&燃气灶（型号：T 型系列油烟机8005搭
配聚中劲火灶7G02），价值4599元；

活动期间，交 5000元定金，即送蒂诺
思床垫一张（尺寸：200×180×10cm），价
值4998元；

活动期间，交5000元定金，即送物联
之家智能指纹锁，价值4000元。

六、软装基金大礼包

活动期间，下定即送恒彩大家居商城
2000元全额软装基金。（可以使用范围：移
动家具、墙纸、墙布、软硬包、窗帘、灯具、

挂画、地毯、饰品）

备注：所有实际优惠详情均以到店
咨询为准，施工合同需在2020年7月31日
前签定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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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报装修报名通道

慈母蔡曼丽因病于2020年 4月14日
8:20离世,享年87岁。根据母亲生前意愿，
丧事从简。

儿 子：郑 政 儿 媳：傅跃奋
孙 子:郑修一
女 儿:郑 菁
女 儿:郑 娴 女 婿:姚 铭
外 孙:姚子澍

讣 告

泣告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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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厂房买卖就找王岗
专业代理大型厂房出租出售
专业代理工业园区招商引资
专业代理厂房土地转让过户
电话：18606505558王岗

萧山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预告

4 月 17 日 8∶30- 16∶
30 停 110kV 群建变山后
A188 线 62#杆山后二段分
线开关：萧山区杭州市公安
局（山后村安检站）、杭州久
安物业服务义桥分公司（双
路）、杭州高新（滨江）水务
（双路）等一带；8∶30-16∶30
停110kV群建变建新A190
线 62#杆建新二段分线开
关：萧山区山后村9组等一

带；8∶30-15∶30 停 110kV
浦阳变尖山A538线27/24/
02#杆（谢家村11#变令克）：
萧山区义桥镇谢家村11组
等一带；0∶00-24∶00停宏
扬3617线：浙江宏扬纺织科
技 ；8∶30- 16∶30 停 楼 陈
A910线楼下陈村7#变综合
柜低压A路、B路、C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街
道楼下陈村一带；8∶00-17∶
00停霞飞C224线付楼村6#
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
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新塘

街道付楼村一带；8∶30-16∶
30停知章A253线知章村沿
山7#变综合柜低压A路、B
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
蜀山街道知章村沿山一带。

●遗失沈柏林，身份证号码：
330121196308015139，车牌
号为浙AF013U，浙江银万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约保证
金单1份，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娱乐经营许可证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环球壹号嘉年华娱乐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

萧山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2017年8月7日核发的编号
杭萧文娱00073的娱乐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环球壹号嘉年华娱乐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6日

市心广场D座D-1011面积约190平方米、D座D-
1022-1面积约44平方米，D座D-102D面积约196平方米，
D座D-1009面积约39平方米，育才路446号2层面积约
300平方米，市心南路38号面积约300平方米，人民路86-2
号面积约30平方米，商铺出租。适合服装、超市等。联系电
话：82623486 13805759663，联系人：孙先生 陶先生。

杭州萧山国营商业有限公司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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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晚潮时间
22:00
22:21
00:35
危险

高潮位
(米)

3.50
3.50
3.7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17日
早潮时间
08:00
08:21
10:35

高潮位
(米)

3.70
3.60
3.75

拟注销公告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330109060987935A）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年4月16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未
在规定时间内申报的，视作同意其原有债权债务转入萧
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

联系人：徐奕峰 联系电话：82835931
特此公告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0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