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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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山供电公司检修计划预告
11月27日 8∶30-16∶

30检修城东变城三A606线
环卫分支开G14环境卫生
管理处：萧山区城厢街道杭
州市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
心附近及其周边一带。

11月29日 9∶00-17∶

30检修吉洪C655线益一开
亿银分线09#杆益农政府开
关、13#杆益农供电营业所
开关：萧山区益农镇学工路、
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人民政
府一带；8∶35-17∶30检修
万意C884线德意开G14北
极分线：萧山区宁围街道杭

州硅宝电子科技、浙江北极
品水产、杭州亨德利文化创
意等一带。

●遗失张佩娟（2014 年 11
月中旬遗失身份证），公民身
份号码：330121195512040
329，声明作废。

便民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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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爱莱克机械（杭州）有限公司，位于萧山建设三

路厂区内，总建筑面积约0.5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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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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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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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
27日；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 12月 1日、2日（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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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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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15: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12月8日下午14时
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萧山分中心会议室404厅
公开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名称：
杭州市萧山区广仁小区、广悦公寓、德慧公寓共7

处商铺 5 年租赁权，标的详见官网（http://www.
sanjiangpm.com/）及微信公众号（浙江三江拍卖）。

二、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用无保留价的增价拍卖
方式。

三、标的展示咨询及报名：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
年12月7日下午15时止接受咨询、勘查及报名。并于
上述时间前将拍卖保证金打至拍卖人指定账户。

四、联系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路203号深蓝广
场1407室

五、联系电话：0571-85375288、15356161951 白
先生

浙江三江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钢瓶规格
钢瓶使用费标准

15kg钢瓶
1.5元/月/瓶

50kg钢瓶
4元/月/瓶

为加快城市治理重点项目“数治瓶安”的推进，护航2022杭州亚运会，落实瓶装燃气安全管理，有
效降低燃气钢瓶长期滞留带来的安全隐患，参照杭州市域各区县燃气行业的具体做法，决定从2022年
1月1日起收取钢瓶使用费，在用户退瓶退押时一并计算，并对特困户低保户免费。标准如下：

杭州萧燃燃气配送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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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塘区头蓬综合市场
南1-2号房屋（1层）租赁权，建筑面积约27.2平方
米，起拍价1.1万元；2、钱塘区头蓬综合市场南3-4
号房屋（1-2层）租赁权，建筑面积约335.64平方米，
起拍价4.04万元；3、钱塘区头蓬综合市场南5-6号
房屋（1层）租赁权，建筑面积约84.29平方米，起拍价
2.01万元；4、钱塘区头蓬综合市场南7-8号房屋（1
层）租赁权，建筑面积约27.2平方米，起拍价1.1万
元；5、钱塘区头蓬综合市场南9-12号房屋（1层）租
赁权，建筑面积约54.4平方米，起拍价2.19万元。

所有标的租赁期为4年，标的起拍价均指该标的
第1年的租金，第1、2年租金不变，第3、4年租金均在
第1年租金的基础上各增长5%，租金1年一付。

所有标的用途均不得与农贸市场日常经营范围

有冲突，具体用途均须经委托方同意。
二、拍卖时间、地点：2021年12月3日9：30；钱

塘区头蓬综合市场2楼会议室。
三、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11月26日至

12月1日；标的现场展示。
四、报名时间：2021年12月1日、2日（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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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元/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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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2日
15:00以前到账。

浙江汇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单位名称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
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营业部

账号

190481010400419071904810169

备注

因单位账户变更及业务需要，自2021年12
月1日起，本单位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电费收
费业务银行账户进行变更，变更后具体银行账户
信息见附件。

通过银行汇款、转账等方式交纳电费时,请使
用变更后的银行账户。为进一步提升交费体验，
建议采用国网商城电费网银、网上国网APP、银行

代扣、支付宝、微信等线上渠道交费。
感谢您对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

司的支持，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详情
请咨询当地供电营业厅或拨打电话：51227888。

特此公告。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电费账户银行账户信息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有限公司
关于电费账户变更的公告

附表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贝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经董事会（或理事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电话:13738187208。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铭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经董事会（或理事会）

表决通过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清算组已成立。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未申
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电话：15210422320。

项目

空港新城城市示
范村（南阳区块）
四期三号地块

地块编号

XSGL0104-29

用地性质

R2
（居住用地）

地块面积
（公顷）

4.06

容积率

≤2.0

建筑密度
（%）

≤22

绿地率
（%）

≥35

建筑限高
（米）

43.5（85 国家高程
50.2 米，同时应满
足机场净空要求）

空港新城城市示范村（南阳区块）四期三号地块选址（规划条件）论证中，论证地块位于南阳街道, 向阳路与滨江
二路交叉口东南。北至向阳路，西临滨江二路，南至规划支路，地块面积40624平方米。

方案已通过区级有关部门审查，地块规划控制指标拟明确如下：

公

示
根据阳光规划有关规定，现定于2021年11月26

日至2021年12月6日在萧山区空港新城管委会、南阳
街道办事处、萧山办事服务中心瓜沥分中心大楼2楼办
事大厅、南阳街道远大村村委会、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网站及萧山日报进行公示，欢迎广大市民提出意见
和建议。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12月6日前来电或书面
意见给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职能部门。

萧山分局电话：83697923

地址：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萧山分局（育才北
路508号）

邮编：311200
建设单位电话：89830257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http://ghzy.hangzhou.gov.cn/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11月26日

因03省道东复线（新街至红垦）高架桥面衔接改造
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将在施工期间调整相关交通组织措施。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自2021年11月27日起至2021年12月4日止，塘
新线高架（建设四路-红垦）段东半幅施工， 西 半 幅
组织南往北1车道、北往南2车道通行，施工期间建设四
路上匝道、鸿兴路下匝道、红垦下匝道同步封闭施工，施
工路段片区车辆请通过地面道路塘新线绕行。

自2021年12月5日起至2021年12月10日止，塘
新线高架（建设四路-红垦）段西半幅施工， 东 半 幅
组织南往北2车道、北往南1车道通行，施工期间鸿兴路
上匝道同步封闭施工，施工路段片区车辆请通过地面道
路塘新线绕行，过境车辆请提前通过红十五线上高架。

施工期间，如需对交通组织措施再作调整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另行通知。请广大机动车、非机动
车驾驶人和行人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并服从现场民警

和管理人员的指挥。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 2021年11月23日

关于03省道东复线施工期间调整交通组织措施的通告

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萧山菁菁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经董事会表决通

过决定注销办学许可证，清算组己成立。请债权人自接到
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清算组电话：0571-82871278。

萧山区潮汐预报
位置

萧山观潮城

下沙大桥

城市阳台

潮水涌高等级

11月26日
晚潮时间

17∶40
18∶00
19∶03
危险

高潮位(米)

3.70
3.60
3.50

备注∶受多因素影响，该预测仅供参考。

11月27日
早潮时间

06∶30
06∶51
07∶59

高潮位(米)

3.20
3.10
3.00

现将萧山区蜀山街道广乐公寓、北干街道城中村改
造安置名单及安置面积予以公示，详见萧山区政府门户
网站(www.xiaoshan.gov.cn）。如有异议，请于公示
之日起7日内向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

映。以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建议署报本人真实姓名。
电话：82663802 82373937

杭州市萧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11月26日

萧山区蜀山街道广乐公寓、北干街道城中村改造安置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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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城河街88号1楼广告接待中心 电话∶82659300 82659333

中厚爱智慧教育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1年5月12日向你单位送达杭州市

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萧
人社监罚字[2021]10号），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处
罚：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你单位在
法定期限内未提起行政诉讼，又未履行行政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
之次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务：到农业银行萧山支
行（地址：萧山区城厢街道人民路156号）缴纳：罚款
本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加处罚金壹万
元 整（￥10000.00），合 计 人 民 币 贰 万 元 整

（￥20000.00）。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局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
局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
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联系人：娄宁、寿峰
联系电话：0571-82350082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金城路1558号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1月25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萧人社监强催字[2021]0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