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舟实木切片OSB生态板让家更健康
一场新冠战疫，让“健康”和“安全”成

为2020年流行的关键词。
家居领域的“健康”“安全”也备受关

注。在购买家居产品时，消费者更关注健
康环保，款式风格和产品功能等指标。

基于此，作为板材行业佼佼者的千年
舟，正在不断迭代更新产品，以顺应健康家
居发展大趋势。其中，近期上市的实木切
片OSB生态板，则备受市场欢迎。

家居健康 对甲醛说“NO”

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装
修后值得关注的便是甲醛等污染性气体
释放量。一旦甲醛超标，轻则眼睛刺痛、
头晕咳嗽，重则呼吸困难、罹患癌症。

当然，为了控制家居装修甲醛释放
量、人体甲醛摄入量，2017年，我国颁布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
醛释放限量》(GB 18580-2017)，其中规
定，当板材甲醛释放限量值≤0.124mg/
m3时，可称为达到E1标准。

为了更好维护家居生活健康，千年舟
集团旗下产品在达到国家标准的同时，还
推出了高于国家要求的E0级和无醛级企
业标准产品，实木切片OSB生态板便高
于国标产品。

实木切片OSB生态板板芯采用OSB
板，以澳洲优质辐射松为原材料，全部木材
经剥皮处理，超大刨片多层纵横交错定向
铺装，结构更结实性能更稳定，避免刺激性
气味的同时更自带天然松香。

不仅如此，千年舟实木切片OSB生
态板板芯采用新一代科技材料MDI胶，
制作过程中不添加甲醛，环保等级达企业
标准无醛级，从源头上保障了家居环境的
绿色、环保、健康。

结构稳定 对变形说“NO”

在居家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质量困
扰，基于此，千年舟实木切片OSB生态板做
出重大升级。

千年舟实木切片OSB生态板采用
OSB芯，多层定向，结构更强。OSB芯纵
横交错的大刨花定向铺装结构赋予了
OSB板出色的抗弯曲性能。OSB生态板
则是在OSB芯的基础上，再在上下表面
胶合中板、单板和浸渍胶膜饰面纸，形成
的复合型生态板，结构更加稳定。

据千年舟集团研究院检测中心报告
显示，在实木切片OSB生态板18mm样
板与普通刨花板实验中，普通刨花板板内
平均密度偏差为10%，实木切片OSB生
态板仅4.76%；普通刨花板24h吸水厚度
膨胀率为8%，实木切片OSB生态板仅为
7.1%；普通刨花板表面胶合强度为
0.6MPa，实 木 切 片 OSB 生 态 板 为
1.77MPa；普 通 刨 花 板 静 曲 强 度 为
11MPa，实木切片OSB生态板顺纹为

31.6MPa、横纹为30.8MPa。

花色百搭 对单调说“NO”

健康安全的家，当然也要有一个舒心
的“颜值”，家的“颜值”也是备受关注的。

OSB生态板可直接用于各类家具等
装饰面，无需二次加工，可有效避免在二次
加工中油漆甲醛、VOC（有毒挥发气体）、
甲苯等有害物质对家居空间的污染。

值得关注的是，千年舟实木切片
OSB生态板匹配灵活多样的花色与表面
工艺，主推24款花色，如丰收胡桃、清新
榆木、藏青靓木、苏家内榆木、绛红亚麻、
雀眼万象等，充分满足居室各类风格设计
与需求，提升居室美学，给人以美的视觉
享受。一块好板材看得见、摸得着、闻得
到，在长久的生活中，也能感受得到。

效果图

毛坯房新装、二手房改装，都需要合适的
装修公司、软装馆、建材等。

目前，萧山日报家居平台拥有圣都装
饰、恒彩装饰、良工装饰、麦丰装饰、华家装
饰、中冠装饰、百源健康板、兔宝宝板材、千
年舟板材、杭州萧山安晟家具有限公司、大
津硅藻泥、萨米特瓷砖、顾家家居、德意电
器、杭州如春空调有限公司、松研科技、佳瑞
中央空调、乐福之家石墨烯健康地暖等多个
品牌入驻，能为消费者在购买材料时提供建
议和保障。

平台接受维权投诉，我们将做好第三方
监督职责，全程监督装修过程和售后保障，
曝光工程质量和产品不合格问题，全力维护
每位业主的合法权利。

此外，萧山日报推出免费验房活动，让您
收房愉快，住房安心。

免费验房热线：
0571—82659352

萧报报名通道

装修验房找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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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咨询工作室
对婚姻情感、家庭教育、各种
压力危机有着多年深入研
究，已帮无数求助者走出迷
茫、焦虑、烦闷困境的国家级
专业咨询师及其工作室入驻
萧山。一对一听你倾诉，用
专业客观的理性分析，帮你
疏导、解惑——堵心，找清心。
地址∶万象汇A座写字楼1512室
预约∶1896913539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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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局
计划停电预告

7 月 17 日 9∶00-16∶
00 停勤联 A461 线先锋村
3#变：萧山区益农镇先锋村
一带；8∶30-16∶30停石岩
C456线56/10/A01#杆前章
分线开关：萧山区蜀山街道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蜀山
街道办事处、黄家章村前章
一带；8∶30-16∶30停石岩
C456线黄家章村前章5#变
综合柜低压A路、B路开关

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蜀山街
道黄家章村前章一带；8∶
30-16∶30 停成甬A562 线
项漾村8#变综合柜低压A
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
山区衙前镇项漾村一带；8∶
30-16∶30 停杨树A428 线
联谊村23#变综合柜低压A
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
山区所前镇联谊村一带；8∶
30-12∶30 停霞飞 C224 线
傅楼村8#变综合柜低压A
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
山区新塘街道傅楼村一带；
13∶00-16∶30停楼陈A910
线楼下陈村11#变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新塘街道楼下陈
村一带；9∶00-16∶00停兴

浦 III 开 G16 兴农 A531 线
12/05/11#杆新谊村2#变令
克：萧山区浦阳镇新谊村2
组等一带；8∶30-15∶30停
兴浦III开G16兴农A531线
12/08/02#杆新谊村4#变令
克：萧山区浦阳镇新谊村4
组等一带；9∶30-16∶30停
王闸开 G11 天王 A362 线
36/11/02#杆（华锋村4#变
令克）：萧山区进化镇华锋村
4组等一带。

●遗失杭州泉来装饰有限公
司原银行留底公章1枚，声
明作废。

便民热线

启 事

受委托，将于2020年7月30日14时00分在杭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向全社会公开拍卖
（标的1：天开公司浦阳苗圃部分苗木，起拍价937.54万元，拍卖保
证金100万元；标的2：天开公司知章苗圃部分苗木，起拍价273.17
万元，拍卖保证金50万元；标的3：天开公司桐庐苗圃部分苗木，起
拍价 780.53 万元，拍卖保证金 100 万元），标的详见杭萧永评
【2020】第032号评估报告，拍卖保证金请交入（开户名：浙江天丰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01000011269339，开户行：萧山农商银行城
厢支行）,须在报名截止当日15时之前到账。报名时间：2020年7
月27、28日（9:00-15:30）；报名地点：萧山区新世纪广场C座805

室。报名时：企业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交拍
卖保证金银行进账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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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的物现场展示。

具体事宜，详见《竞买须知》、《拍卖规则》等拍卖文件，未尽事
宜请来人、来电咨询，资料备索。

联系电话：82658711 82658700
标的看样联系电话：陈先生 13967166822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0日

拍卖公告 招标编号：CQPM-202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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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晚潮时间

23:00

23:18

12:55

危险

高潮位(米)

4.20

4.10

4.0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7月17日 早潮时间

10:30

10:50

01:17

高潮位(米)

3.90

3.90

4.00

杭州市奥体博览中心单元BJ1704-02地块
（Q-02/03）。位于钱江世纪城，土地四至范围
为：东北至望博路、东南至利丰路、西南至东风
河、西北至奔竞大道。

现该处地块即将进行开发建设，该地块内地
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上下水、燃气等）产权单

位，请于2020年 7月 26日前到萧山区皓月路
525号三宏国际大厦21楼登记迁移，逾期视同无
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13515712307
杭州市萧山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

2020年7月16日

管
线
迁
移
公
告

注销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农一农二总场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
已成立清算工作组。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幼军、徐宣兵
联系电话：82123320、82123316

杭州市萧山区农一农二总场清算工作组
2020年7月16日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
本从1500万元减至201.58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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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融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融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萧山玉阳熟胶粉厂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04 年 10 月 8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9724528409G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玉阳熟胶粉厂 2020年7月16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杭州建兴龙虎酒销售部遗失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02年11月8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
097441479884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1枚，声明作废。

杭州建兴龙虎酒销售部 2020年7月16日

标的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房屋编号
建材市场14幢101、102、103

建材市场15幢101、103
建材市场11幢108、109、110、111

建材市场15幢107
建材市场11幢101、102

建材市场14幢110
建材市场11幢106、107
建材市场10幢109、111
建材市场14幢104、105

建材市场14幢106
建材市场14幢109

建材市场15幢105（空置）
城厢街道湘湖路18-5

房屋面积（㎡）
254.5
184.35
366.12
94.58
261.71
137.8
133.98
189.16
178.58
66.98
89.77
94.58
25.5

起拍价（万元/年）
11.99
8.69
17.11
4.42
12.23
6.44
6.26
8.91
8.35
3.13
4.2
4.42
1.71

保证金（万元）
10
5
10
5
10
5
5
5
5
5
5
5
5

备 注

1、租赁期限为5年，
租金1年一付。
2、不得转租。

3、现房屋有承租人，
原承租人均享有优

先承租权。
4、采用保留价的增

价拍卖方式。

2020年7月23日14时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室会议室（萧山区市心中路1069号行政服务中心科创中心B楼4
楼）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招标编号: CQPM—20200703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二、咨询、报名及相关事项：即日起至2020年7月22日15时
止接受咨询、察勘标的并提供资料。标的展示在现场，有意者向指
定账户缴纳保证金（户名：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01000011229248；开户行：浙江萧山农商银行城厢支行）。保
证金（不计息）须在2020年7月22日15时前到达账户。

三、报名时间、地点：自2020年 7月21-22日（上午9:00—
11:30、下午13：30—16：00）在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78号。

四、报名手续：报名时，法人凭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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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提交银行竞买保证金到账的进账单办理竞买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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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网址：www.xszbjyw.com
拍卖公司联系电话：82717700、82729929、82816862 详情

见：www.hzxrpm.com。
浙江萧然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6日

为帮助更多听障人士，让听力受损朋友聆听更
多的声音，惠耳听力萧山服务中心8月1日（周六）特
邀杭州仁爱耳聋康复研究院院长、原浙江中医药大
学耳聋康复研究所所长王永华教授到萧山惠耳，为
用户提供听力咨询，帮助精准验配！

仅此一天，机会难得，请提前预约，当天有预约
的用户朋友优先！

您身边若有需要验配助听器的朋友，可关注当
天活动，当日还将推出多款特价助听器：

8通道定制式助听器市价6290元/台，特价
3280元/台

12通道定制式助听器市价10800元/台，特价
5580元/台

16通道定制式助听器市价14900元/台，特价
8600元/台

24通道定制式助听器市价20800元台，特价
11800元/台

活动当天，凡是进店客户咨询，均可获赠精美礼
品一份！

惠耳听力（萧山萧绍路店）
地址：萧山区萧绍路821号（萧山汽车总站对面）
预约热线：0571-82156021/18958118322

(微信同步）

惠耳听力（育才北路店）
地址：萧山区育才北路499号（宝莲灯旁边）
预约热线：0571-82826487/18258130617

(微信同步）
欢迎新老用户莅，活动详情请进店咨询！

8月1日，特邀王永华教授来萧山惠耳开展大型耳聋耳鸣咨询活动

桃源幼儿园地块位于萧山区浦阳镇灵山村，东思线东侧。
为了解决浦阳镇桃源片区现状浦阳镇中心幼儿园（桃源

分园）存在的建筑安全、环境及交通等各类问题，满足桃源片
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完成浦阳镇中心幼儿园（桃源分园）
迁建项目，明确选址地块规划指标，现予以公告，广泛征求意
见。详细资料可登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ghzy.

hangzhou.gov.cn/或到萧山办事服务中心临浦分中心办事
大厅、浦阳镇人民政府、灵山村村民委员会现场进行查询。

公示时间2020年7月16日至7月25日，如有意见请于
公示期内反馈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路
508号，电话83518929）。特此公告。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 2020年7月16日

城乡规划项目公示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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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