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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燕燕

璟望府扎根萧山、服务萧山已有20
年，一直以来都得到新老客户的信赖和支
持。从地板到软装，从软装到全屋定制，
再到美伊装饰，真正实现了一站式装修服
务，这也是璟望府的开拓之路，能够更好
地服务新老客户。

美伊装饰是一家专业的装修设计工
程公司，以年轻的80后、90后为主要设
计团队，拥有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过硬的
施工技术，让璟望府软装、硬装的一站式
服务更为完善。同时，璟望府也将以优惠
的价格、优质的品质回馈客户，避免衔接
不当的问题。

4月17日，璟望府为迎接20周年店
庆，将推出一系列产品优惠活动，让利大
酬宾。届时，璟望府的专业设计师、测量
师、安装师、导购师将全程为你的消费保
驾护航，让你不必再为选材的优劣，色彩
的搭配而烦恼，多重大礼等你拿。

活动当天，前往璟望府的客户都可
以参与预存活动，预存100元，下单可获
价值2000元装修礼包。 活动期间，进
店即可得精美礼品一份。下单砸金蛋，
两单送净水器一台，四单送空气净化器

一台。
据了解，为了回馈社会，璟望府从

2012年开始，每年都会组织员工前往泰
和医院看望老人，并给他们送去生活必
需品，这也是团队公益事业的举措之一。

作为扎根萧山、服务萧山20年之久

的璟望府，为了给市民以优惠的产品和
服务，璟望府全屋定制将不定期举办优
惠多、力度大的活动，让客户得到真正的
实惠。

咨询电话：15958144294

活动地点：萧山区通惠北路168号
浙江世纪建材装饰市场22幢、23幢，原
野汽配城10幢31—35号

璟望府：从全屋定制到美伊装饰
创意设计 品质护航

目前，萧山日报家居平台拥有年年
红、圣都装饰、恒彩装饰、良工装饰、麦丰
装饰、华家装饰、中冠装饰、千年舟板材、
戚明地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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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暖等品牌入驻。

平台接受维权投诉，我们将做好第三
方监督职责。此外，萧山日报推出免费验
房活动，让您收房愉快，住房安心。

萧报报名通道

免费验房热线：
0571—82659352

装修验房找萧报

活动热闹现场 舒适的办公场所

活动热闹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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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被抽样单位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新街街道元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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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3

不合格
项目

噻虫嗪

检验结果

1.06mg/kg

标准值

≤0.3mg/kg

2021年3月不合格食品信息明细表

样品类别
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

速冻食品
蔬菜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
豆制品

餐饮食品
食用农产品

合计

抽检批次
4
4
4
19
3
1
1
12
57
105

不合格批次
0
0
0
0
0
0
0
0
1
1

合格率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8.2%
99.0%

2021年3月份，全区食品安全监管主要职能部门从种
养殖、生产、流通等环节共抽取样品105个批次进行定量检
测，具体抽样检测情况如下：

一、样品分类及合格率情况：
共抽检样品分10个类别228批次，不合格1批次，总

合格率92.1%。样品分类及合格率详见下表：

二、检测检验机构
萧山区质量计量监测中心、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绿城农科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公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华才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普研（上海）标准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分析及评价
1、2021年2月份抽样的粮食加工品、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调味品、速冻食品、蔬菜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餐
饮食品经检测全部合格，总体情况较好。

2、个别食用农产品检出不合格项目为噻虫嗪。噻虫
嗪为高效低毒杀虫剂，在植物中的残留量不得超过限量
值，使用时不能盲目加大使用量。

附件：2020年3月不合格食品信息明细表
杭州市萧山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4月6日

2021年3月萧山区食品安全监督抽样检测情况通报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4月9日 8∶30-16∶30检修湘湖变人民C417线二棉分

支开G12牛脚湾公寓：萧山区北干街道牛脚湾公寓及其周边
一带；8∶30-16∶30检修西河C102线南江公寓3#公变低压
出线开关：萧山区城厢街道南江公寓及其周边一带；8∶30-
16∶30检修西河C102线南江公寓4#公变低压出线开关：萧
山区城厢街道南江公寓及其周边一带；8∶10-17∶30检修杨
汛C211线11#杆十间楼令克：萧山区新塘街道杭州萧山新
塘十间楼羽毛加工厂；8∶30-16∶30检修南庄王村9#变综合
柜低压A路、B路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衙前镇南庄王村
一带；8∶30-16∶30检修越王村10#变综合柜低压A路、B路
开关及分支闸刀：萧山区所前镇越王村一带；9∶30-16∶30检
修33/13/02#杆新联村1#变令克：萧山区临浦镇新联村等一
带；8∶30-17∶30检修23/02#杆永诚电缆令克：萧山区临浦
镇杭州永诚电缆制造等一带；9∶00-13∶00检修金龙C131线

28/03/04#杆升华金属制品令克、28/12#杆义南村17#变令
克：萧山区瓜沥镇升华金属制品、义南村一带；8∶30-12∶30
检修稀土A062线41#杆友城机工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州
友城机工一带；8∶30-12∶30检修稀土A062线45#杆今日稀
土开关：萧山区瓜沥镇杭州今日稀土铝合金材料一带；13∶
00-17∶30检修吉成C323线吉成开吉成分线04/01#杆东大
机电令克：萧山区瓜沥镇杭州东大机电一带；9∶00-17∶00检
修和合C936线和合开和合分线40/04#杆卓艺花边令克：萧
山区瓜沥镇杭州卓艺花边一带；6∶00-23∶30检修万安变塑
钢C868线：萧山区宁围街道潮峰钢构集团、浙江速通天呈商
务服务、杭州蓝天安全玻璃等一带；6∶00-23∶30检修万安变
日用C870线：萧山区宁围街道杭州娃哈哈卡倩娜日化用品
等一带；6∶00-23∶30检修万安变铸造C892线：萧山区宁围
街道万向集团公司等一带；8∶35-16∶30检修丽晶B206线农
商Ⅰ开G16农丽B2065线-尊峪开G11尊丽B2646线：萧山
区盈丰街道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盈丰街道办事处等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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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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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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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压原料、商品、设备
处理公告

本公司有历年积压的纺
纱原料、纱线及旧设备一批，
拟于2021年4月10日在公
司仓库公开低价处理，请有意
者与本公司联系。联系人：徐
先生,联系电话：82391908。

杭州合力纺织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遗失杭州萧山楼塔楼英股
份经济联合社浙江省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统一收据，代码：
73101 号码：1900097371，
声明作废(遗失)。

便民热线

商务资讯 受委托，将采用有底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于2021
年4月16日10:00在萧山区建设一路1699号萧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全社会公开拍卖海
信中央空调系统、大小电子屏、厨房用具、办公家具等
设备、物资一批[详见杭萧资评报（2021）第46号资产评
估报告]，起拍价66万元，拍卖保证金10万元（请在4月
15日16时前汇入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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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4月14、15日（工作时间）在萧山新世纪
广场C座805室报名（企业法人凭营业执照原件及复
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个人凭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同时提供拍卖保证金银行进账
凭证办理竞买登记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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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网址：www.zjtfpm.cn

浙江天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拍卖公告

1、项目名称：蜀山街道2021年度拆迁评估项目
2、资质要求：入围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萧山

区2021-2023年度房屋征收评估机构入围单位名单”（杭萧规划
资源〔2021〕16号）的独立法人企业。

3、招标内容：招标人要求评估部分，根据单位所报资料进行
对应审查，符合要求的投标单位全部入围，通过征迁所属村（社
区）、街道相关部门以投票选取三家评估单位，报杭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萧山分局，由分局到公证处在三家单位中抽签选取一家
作为蜀山街道2021年度拆迁评估项目评估单位，项目实施时间
根据上级相关部门审批后再实施。

4、报名携带资料：介绍信(原件，须在公告时间后有效)、企业

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报名人身份证。在拆迁评估中无不良
记录，招标人可拒绝有不良行为记录被曝光的投标人。注：报名
时需携带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盖公章。

5、报名时间：2021年4月12日-2021年4月14日（上午 9:
00 - 11:30、下午13:30 - 16:30）；

报名地点：杭州市萧山区中誉万豪广场1幢1单元1503室。
招标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蜀山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丁先生 联系电话：0571-82369566
代理机构：浙江博宏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波 联系电话：0571-83535137

蜀山街道2021年度拆迁评估项目招标公告

城厢街道山口单元XSCQ2101-39、40地块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万寿桥社区，四至范
围为：东北至规划五道路、西北至同和路，西南至
规划公园绿地，南至萧绍路。

北干中单元XSCQ19C-09、16地块位于杭州
市萧山区北干街道永久社区，四至范围为：东至永久
路、南至永久公寓、北至山阴路、西至规划纵十路。

现该两处地块即将进行开发建设，请地块内
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上下水、燃气等）产权
单位于本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进行
联系，逾期视同无主废气管线处理。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571-83691028
杭州萧山城区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4月7日

迁
改
公
告

杭州萧山浦阳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096538672G）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元729000000元减少至人民币499315068.49

元，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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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萧山浦阳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减资
公告

蜀山单元XSCQ2709-33、34地块位于萧山区新塘
街道，东至规划绿地，南至河道，西至通惠路，北至晨晖
路。该处地块即将开发建设，请地块内地上、地下各类管
线（电力、通信、上下水、燃气等）产权单位，于2021年4

月18前到工人路59号城投集团2号楼2楼206办公室
登记迁移，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方式：83731211
杭州萧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管线迁移公告

欢迎刊登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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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晚潮时间
15∶50
16∶06
17∶51
危险

高潮位(米)
4.65
4.60
4.3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4月9日早潮时间
03∶35
03∶51
05∶35

高潮位(米)
4.55
4.48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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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杭州海月花边服饰有限公司、原杭州海艺花边服

饰有限公司，位于萧山建设三路厂区内，总建筑面积约3.0
万平方米房屋拆除残值及不可搬迁机器设备与设施残
值。整体为一个标的，起拍价145.0万元。

竞买人仅限于企业法人，房屋拆除、机器设备与设施
拆除必须由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的
独立法人企业操作。并配备一位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
册建造师，不可兼任。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4月15日9：30；萧山区建
设一路1699号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4月8日、9日；标
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4月13日、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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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随带竞买人有效证
件，同时携带操作房屋拆除工程与机器设备设施拆除工
程的企业的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证书、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项目负责人（具备建筑工程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
师，且无在建工程）的建造师注册证书和“B”类证书、企业
安全生产“C”类人员证书的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以
及承诺书，并缴纳保证金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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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萧山支行，账号：9504122111858。保
证金必须从竞买人账户汇出，并于2021年4月14日15:
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4月8日

拍
卖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