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北干荣星股份经济联合社遗失杭州市萧山

区农业农村局2020年1月6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N2330109580285929C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北干荣星股份经济联合社
2020年5月11日

减资公告
经中量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36000万元减至5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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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清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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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注销公告
萧山区北干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12330109754426876F），已经萧山区机构编

制委员会萧编（2020）7号批复成建制并入杭州市萧

山区城区社区学校，经主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萧山区北干街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2020年4月28日

都市 2020年5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刘星辰 校对：洪泓6

新客理财产品推荐

联系电话：82739513；更多理财信息详询各支行网点。

扫一扫萧山农商银行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多银行动态。

理财产品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特别提醒∶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

产品名称

萧银理财增盈
2020年第226期

募集时间

5月13日
-5月17日

产品期限

13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4.10%

起购金额

1万元

以上产品预期收益率为预告性质，有可能因为市场原因临时调整，具体以每日浦发网上银行公布的利率为准。
理财产品广告的宣传不构成产品要约，详细情况以产品说明书为准。特别提醒∶理财产品的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
金城路支行∶82372957、83815611 体育路支行∶83815612 育才路支行∶82733865 江东支行∶83815319 临浦东藩社区支行∶83815050 闻堰三江社区支行∶83815658

浦发银行新推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6个月定开型L款
鑫盈利系列1年定开6号（零售专属）

全球视野系列365天美元理财
月月享盈增利3号理财计划

风险等级
R2
R2
R3
R2

产品代码
2301193058
2301202812
2314187632
2301192012

销售期
5月11日-18日
5月13日－19日
5月11日-14日
5月11日-15日

年化业绩比较基准
3.7%-4.2%

3.35%-4.35%
2.60%
3.85%

起点金额
1万元
1万元

1.5万美元
1万元

产品名称
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高资产净值同享盈增利之新客理财计划
同享盈增利88天特别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57316
2301177706
2301157319

定价（%/年）
4.25%
4.25%
4%

申购募集期
5月12日-13日/5月14日-18日
5月12日-13日/5月14日-18日
5月12日-13日/5月14日-18日

产品名称
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普惠版之12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23天计划

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93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钻石专属之93天计划
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高资产净值悦盈利之184天计划

产品代码
2301187605
2301187630
2301187606
2301177802
2301177805
2301187602
2301177809
2301177803

业绩比较基准（%/年）
3.85%
3.82%
4.01%
3.76%
4%

3.78%
3.81%
4%

起点
5万元
1万元
10万元
5万元
10万元
5万元
5万元
10万元

申购募集期

5月12日-13日/
5月14日-18日

5月13日-19日

●遗失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
分局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代码：11101，号
码：1604063552，声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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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 9:00-16:30
停港城A815线岩峰村17#
变、岩峰村7#变：南阳街道岩
峰村一带；8:35-12:30停盛
东C922 线盛东村 22#变令
克：新街(镇)街道盛东村等一
带 ；8：30- 14：30 停 凤 谊
A564 线虎三开凤谊分线
13/02#杆项漾村6#变令克：
衙前镇项漾村一带；8：30-
16：30停杨汛C211线新丰
村11#变综合柜低压A路、B
路开关及分支闸刀：新塘街

道新丰村一带；8:30-12:30
停上戴C248线所工开G13
永智分线22#杆（森祥机械
开关）：杭州森祥机械有限公
司等一带；7:30-18:00：山

后A188线民丰村4#变：义
桥镇民丰村4组等一带；7:
30-17:30停久峰C955线河
杨湖3#变：戴村镇河杨湖村
3组等一带。

启 事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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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 晚潮时间
15:40
15:55
17:30
危险

高潮位(米)
4.20
4.20
4.35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5月12日 早潮时间
05:40
05:56
07:40

高潮位(米)
4.60
4.50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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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0日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一、标的及起拍价：标的1：位于萧山区北干街道山阴

路338号，建筑面积14.9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4.4万元，
保证金1万元。标的2：位于萧山区北干街道山阴路41、
43号，建筑面积54.39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5.2万元，保
证金1万元。标的3：位于萧山区北干街道永金路268、
270号，建筑面积44.63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2.18万元，
保证金1万元。标的3：位于萧山区北干街道永金路272、
274号，建筑面积44.63平方米，年租金起拍价2.18万元，
保证金1万元。

标的租期5年，租金一年一付，5年每年租金不变。采
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价高者得。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20年5月19日16
时止接受咨询、报名、展示并提供相关资料，标的展示在
现场。有意竞买者须在2020年5月19日15时前向浙江
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行：浙江萧山农商银行城厢
支行；账号：201000011229248）交纳保证金后,凭有效
证件及保证金银行进账单凭证办理报名竞买手续。竞买
保证金须确保2020年5月19日15时前到账。

拍卖公司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78号，联系方
式：82816862 82729929 82717700。详情关注：萧然拍
卖公众号或www.hzxrpm.com (萧然拍卖)。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2日

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萧山的年轻人对“520”很钟情

“从2015年起，5月20日都是当年
日登记新人最多的日子。”婚姻登记处副
主任孙依群翻出近几年登记高峰日的统
计数，发现平常日子结婚登记量在三十
几对，最多也就五六十对新人来领证。
而5月20日这一天来登记的人数一直比
较多，比如2014年有494对，2015年则
有356对，2016年389对，2017年是342
对，2018年319对，去年375对。

目前婚姻登记业务实行“预约制”，
为避免人员聚集办理，区婚姻登记处严
格实行预约限号制度。所谓预约限号，
就是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每天预约人
数有限定。

“就最近情况看，单日发放办理结婚
的号源48个，离婚号源18个，补证号源

20个。从工作日的情况来看，每天发放
的号源是充足的，周末相对来说预约需
求大一些。”孙依群说，针对不少年轻人
热衷的5月20日“网红”日，根据实际情
况（浙江省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升级
后，增加了人脸识别功能和在线归档，且
从去年7月开始，婚登处增加了“婚育户
一件事”事项，办证速度从原来的五六分
钟一对延长至十二三分钟一对），区婚姻
登记处将当日的预约量提升到最大限度
260对（系统工作时间 220 对，7:30-8:20
接受电话预约和现场预约40对）。

婚姻登记有新变化
准备领证的新人提前了解下

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新人的需求，5月
20日当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将上班

时间提前至早上7点半，7点半到8点20
分之间将额外接受新人的电话预约和现
场预约。

目前，新人婚姻登记可通过9个平台
进行预约：“萧山民政”微信公众号；“萧
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浙江政
务服务网；浙江省民政厅官网；“杭州民
政”微信公众号；杭州市民政局官网；“杭
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杭州通”专栏；浙里
办App；支付宝—政务服务。

其中，“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微信
公众号可预约当天和次日，其他平台仅
可预约提前2—30天的日期。“为了增加
新人的仪式感和体验感，‘520’当天我们
携手区妇联，举行‘爱与幸福从简单出
发，家庭教育从新婚开始’的活动。新人
凭结婚登记排队号码参与活动，可领取
纪念品一份。”孙依群说，已预约成功的

新人，请按预约时间提前15分钟到达，
使用自助取号机或请咨询台工作人员协
助取号。

记者了解到，自3月21日浙江省婚
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全新升级后，执行
婚姻登记分时段预约。可预约登记的时
段有：上午：8:30、9:00、10:00、11:00；
下午：13:30、14:00、15:00、16:00。另
外，线上还新增了“材料预审”功能。已
预约成功的新人，可直接在系统中上传
相关证件材料，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
会第一时间审核，及时反馈。

前往婚登处办理登记的新人请务必
正确配戴口罩，按照预约时间到达婚姻
登记服务机关，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出示
预约码、健康码，并带齐相关证件材料：
双方户口簿、身份证、3张2寸合影彩色
照片（5.3cm×3.5cm)。

520“网红”日受准新人们欢迎 260对预约名额已被约满

新人们要留意了 婚姻登记预约有新变化
下周三就是“520”了，针对不少年轻人热衷的“网红”日，区婚姻登记处也根据情况提高了预约量，

不过目前260对预约名额已被约满。“什么时候开始预约的呀？这么快名额就满了呀！”自近期浙江省
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全新升级后，这些新变化新人们可要提前了解下。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孙依群

一家生鲜移动店铺目前在我区各
地试点。这个集“移动店铺+移动前置
仓+冷链宅配+线上商城”四位一体功
能的新型商业体，可以为偏远村庄、小
区生鲜店铺提供商品，还可以送货下
乡，解决零售最后一公里难题。

首席记者 范方斌 摄

移动店铺
送货下乡

城事看点

■文/摄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吕念

本报讯 家住太平弄社区的金大伯
一直有晚饭后散步的习惯，但家门口路
灯光线昏暗，看不清道路。随着社区里
132套LED新型节能灯的更换改造，大
伯大妈们的眉头舒展开了。

“之前我们在巡查过程中，有居民向
我们提出建议，老旧小区由于建造年代
久远，路灯使用时间较长，存在灯杆老
化、光源光照度不够、道路路灯间距较大
等原因，严重影响居民出行安全。”区市
政绿化养护保障中心养护管理一科的工
作人员说，面对居民们的诉求，去年年
初，就针对包括西河路在内的58个路段
进行新能源路灯节能改造，得到了市民
的好评。之后又对心意路、纵二路、滨水
路3条城市支路进行亮化，从主干道到
城市支路的亮化，是对街巷的提质改造。

这一次，将提升改造太平弄社区内
132套LED新型节能灯，并对万寿桥社
区内五条道路新装10余盏路灯。目前，
132套LED新型节能灯已安装到位，五
条道路上新装路灯正在进行中。

老旧小区路灯“升级”
照亮居民回家路

路灯改造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