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 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晨曦 校对：洪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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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计划停电预告

12月 17日 8∶30-16∶
30停东庄周4#变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蜀山街道东庄周
一带；8∶30-12∶30停金山村
1#变综合柜低压母线闸刀开
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
镇金山村一带；12∶30-16∶
30停传芳村4#变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
刀：萧山区所前镇传芳村一
带；8∶30- 12∶30 停 花城
C103线南市花园1#公变低
压分路开关：萧山区北干街
道南市花园及其周边一带；8
∶30-16∶30停新桥C106线

高桥17#公变低压分路开关：
萧山区城厢街道高桥及其周
边一带；8∶00-16∶00停综合
柜低压各分支开关及母线闸
刀：临浦镇苎萝村13组等一
带；8∶00-16∶00停综合柜低
压A路、B路分支开关及闸
刀：临浦镇苎萝村2组等一
带；8∶35- 16∶30 停宁镇
A108 线宁文开宁欣A108
线04/18#杆腾达分线开关：
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麦吉机
械、杭州市萧山区市政绿化
养护保障中心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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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晚潮时间
13∶30
13∶44
15∶19
危险

高潮位(米)
5.35
5.28
4.8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2月17日 早潮时间
02∶00
02∶15
03∶53

高潮位(米)
4.75
4.72
4.55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免费上网 传播迅捷 影响力强 收费合理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便民热线

经杭州参田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人民币500万元减至人民币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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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参田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4日

减资
公告

现公司对燃气锅炉低氮燃烧器、污水系统池内污泥清理

服务（红垦公司）、污水系统池内污泥清理服务（临浦公司）等

采购发布公告。

一、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要求（燃烧器）

1、营业执照范围内具备锅炉设备销售或锅炉设备安装调

试能力的独立法人单位；2、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二、供应商应具备的资格要求（清污）

1、营业执照范围内具备环保技术服务的独立法人单位；

2、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三、报名
1、时间：2020年 12月 16-17日 9时-16时止（工作时

间）；2、获取采购文件地点及费用；浙江中诚工程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萧山分公司（萧山区市心北路中誉万豪广场1幢1

单元2003）；联系人：董先生，电话：0571-82829558，资料费

200元，售后不退；3、所需资料（均加盖公章）：①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②供应商代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委

托的，提供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杭州萧山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采
购
公
告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增价拍卖的方式对以下标的
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萧山区闻堰街道三江口村村
级留用地上5幢建筑物10年租赁权，总建筑面积约2.8
万平方米，起拍价630万元。拍卖标的无《不动产权证
书》，不包含周边空余地（指原万荣汽修以北的空余地）。

起拍价指该标的第1年的租金，前3年每年租金不
变，第4年起，每年租金在前1年的基础上递增3%，租金
1年一交。

租赁期限：2021年1月1日—2030年12月31日，装
修期3个月，在租赁期满后顺延。租赁期间如因政府征
迁或其他原因需要提前终止租赁合同时，承租方应无条
件服从统一安排，出租方不作任何补偿。

竞买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注册地在闻堰街
道，经营电子商务创业园管理、科创园管理的企业法人；
2、成立时间3年（含）以上；3、现经营场所面积在2万平
方米（含）以上；4、今后每年税收在600万元（含）以上。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0年12月23日14：00；杭州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404室(地址：萧山区市
心中路1069号科技创新中心2号楼4层)。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12月16日、17
日；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0年 12月 21日、22日（上午9:
00—11:30、下午13：30—15：00）；报名地点：杭州市萧
山区市心北路886号萧山农业大厦1号楼3楼，联系电
话：82357356、17758023002。报名时，请随带有效证件
及复印件、委托书等，并缴纳保证金300万元，保证金不
计息。

五、保证金缴纳账户：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萧 山 支 行 ，账 号 ：
9504122111858。保证金必须于2020年12月22日15:
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6日

招标编号:CQPM—20201201NC拍卖公告

年份

2019年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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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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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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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2004年

2003年

以上均为53°常见茅台酒价格，其他少见品种茅台酒价格，详情请咨询工作人员。

价格

2400元

2500元

2600元

2700元

2800元

3700元

3900元

4100元

4300元

4500元

4600元

5100元

5300元

5400元

5500元

5700元

6400元

年份

2002年

2001年

2000年

1999年

1998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1993年

1992年

1991年

1990年

1989年

1988年

1987年

1986年

价格

6500元

6600元

7500元

8400元

8500元

9700元

12500元

16700元

17400元

17700元

17900元

18400元

19400元

21300元

22300元

23200元

24400元

年份

1985年

1984年

1983年

1982年

1981年

1980年

1979年

1978年

1977年

1976年

1975年

1974年

1973年

1972年

1971年

1970年

1969年

价格

25200元

25700元

26700元

27700元

29700元

32700元

38700元

45700元

55700元

70700元

80700元

100700元

130700元

150700元

160700元

200000元

300000元

收购老酒

阜阳市酒宝贸易有限公司现向市民征

集1953年-2019年生产的茅台、五粮液、

2000年前产的郎酒、董酒、泸州老窖、剑

南春、汾酒、西凤、古井贡酒；路易十三、人

头马、轩尼诗、马爹利等洋酒。另外同时征

集拉菲拉图等各种高档红酒和全国各地的

名优陈年老酒。

欢迎萧山市民参与！

活动地址：萧山宾馆6楼6088室（可直接上楼）
活动日期：2020年12月16日-23日（中午不休，周六、周日不休；8：00-17：00）
乘车路线：729、765、770、719、705、769、704、730、707；地铁2号线人民路站

（如有不便，可上门洽谈）

咨询电话：18611880183（韩先生）、13855835730（黄先生）

茅台酒参考收购价

活动经销商：阜阳市酒宝贸易有限公司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励洁

本报讯 12月13日，第一届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在广州闭幕。在本次大赛上，来
自萧山技师学院的青年教师邵思程、学生
许晨涛凭借丰富的训练实战经验、高超娴
熟的技术水平和稳定的心态，分别获CAD
机械设计（国赛精选项目）、CAD机械设计
（世赛选拔项目）第3名，双双获得本次大赛
铜牌，同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学模具专业的许晨涛，却成了CAD机
械设计的“高手”。从高一进入集训队的
他，接触Inventor（CAD 机械设计所需画
图软件）已有4年多了。“刚进学校时，开设
了各种类型的集训班，我没有犹豫，就报
了这个专业，这可能就是缘分。”性格活泼

爱笑的许晨涛，一坐在电脑前，就仿佛变
了另外一个人，沉稳、严谨。在安静的集
训室内，就只剩下他按动鼠标和敲击键盘
的声音。

“我们主要是在电脑上画图，平时集
训时，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不停地练
习。”去年11月，许晨涛得知要参加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CAD机械设计后，针对考纲，
开始了高强度的专题训练，累计画的图纸
就有上千张。

从获得区、市中职技能大赛工业产品
CAD 一等奖，到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CAD机械设计”省选拔赛第一名，再到这
次获得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CAD机
械设计项目第三名，许晨涛可谓是一路高
歌猛进。“这次比赛虽然获得了成绩，但是

仍然与第一名、第二名有着较大差距。在
接下来的学习和训练中，我还是要加强训
练，提高画图的严谨性，争取获得更好的
成绩。”

和他一同参赛的青年教师邵思程是
集训队的老师，大学学习的就是CAD机械
设计。对他来说，这次比赛最大的难度在
于，题目题量较大，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
使得分最大化。“因为电脑画图需要十分
专注和仔细，因此在比赛过程中，越是严
谨，完成度越高的作品才能获得更好的分
数。”除了本次比赛的第三名，邵思程还在
第44届、45届世界技能大赛（CAD机械设
计）全国选拔赛中，入围中国集训队，并在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CAD机械设计）全
国机械行业选拔赛中，获一等奖。

对于接下来的教学，邵思程告诉记
者，“希望我能和学生一同成长，共同朝着
全国、世界职业技能大赛靠近，教学过程
中，也会严格对标大型比赛的要求，培养
更多的技术人才。”

据了解，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以
“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是首次
举办的赛事规格最高、竞赛项目最多、参
赛规模最大、技能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国家
职业技能大赛，设86个比赛项目，涉及制
造业、信息技术、交通运输、建筑业、服务
业等14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大赛共有
2500多名选手、2300多名裁判人员参赛。

除邵思程、许晨涛外，萧山还有杨晨
波荣获数控铣（世赛选拔项目）第7名；陈
少杰荣获云计算（世赛选拔项目）第10名，

获得本次大赛优胜奖；17岁小将孙炫政第
一次参加全国大赛，喜获工业设计技术项
目第13名；李舒伟荣获增材制造项目第
14名的好成绩。

许晨涛、杨晨波、陈少杰获得国家集
训队集训资格，有望进军2022年在上海举
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作为本次大赛参赛的萧山技师学院，
自 2018 年培养产生萧
山区第一位入选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集训队选手
以来，竞技水平不断提
升。近三年累计在各类
技能大赛中获奖787项，
其中国家级共计62项，
包括一等奖22项。

萧山两师生获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奖

■首席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冯佳程

本报讯 前不久，信息港召开“乘
风破浪，勇往‘职’前”信息港主题招聘
会，创新启用“信用+招聘”新模式，企业
可通过“钱江分”信用认证服务，查看求
职者信用信息，从而提高招聘效率，这
也是全国首场钱江分诚信认证招聘会。

“钱江分”是杭州人的“万能”信用
分，依托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及
杭州市民卡运营十余年积累的用户数
据支持，其信用积分源于多维度公共
服务信息，是个人的“诚信名片”，具有

较强可信度。
招聘会现场，新奇点、地芯引力、信

核数据、高诚生物等近20家企业，摆摊
设位，招兵买马，发布了信息工程、生命
健康等领域近百个高薪岗位，吸引了
200余名求职者前来。求职者现场扫
码认证后，企业可进入认证简历库一键
提取求职者的教育、工作等相关背景，
为企业提供参考，确保简历真实性。

作为“信用+园区”建设省级试点，
信息港引入“信用+招聘”模式，精准聚
焦了科技型企业的发展需求，是人才
服务的一种新探索。

地铁七号线的出入站口已经完工，现在正在做出入站广场地面的整备工
作。据工作人员介绍，七号线已跑图了近一个月，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七号线就
能正式开通。图为地铁七号线新兴路出入站口。 见习记者 韩振羽 摄

七号线出入站口完工

信息港招聘会首次使用钱江分诚信认证

■记者 童志辉 通讯员 魏鑫

本报讯 日前，萧山区全面推进依
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区市
场监管、生态环保、交通运输、文化市
场、农业等五大领域的重点执法单位
行政执法案卷进行了评查。

此次评查工作采取内部自查和集
中评查的方式进行，评查范围为2019

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已
办结的行政许可案卷、行政处罚案卷
和行政强制案卷。

区文旅局驻行政服务中心审批窗
口的体育案卷（杭萧文广旅体高危许
[2019]005 号）得到了区全面推进依法
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位评查人
员的一致好评，最终被评定为优秀案
卷。

区行政服务中心文旅窗口参评案卷获评“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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