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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2017-05-27 09:30-19:30 消防 H728 线

万宇润滑油分线令克：消防H728线明日康建
设分线令克余杭区闲林街道：万宇润滑油公
司、明日康建设公司一带；08:30-14:00 龟山
G867 线漳河大队分线开关改冷备用余杭区
塘栖镇：漳河村一带、杭州南泵流体技术有限
公司、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局、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7-05-28 08:00-20:00 永福 H763 线
兴幼开关站富力 1#分支箱分线余杭区闲林
街道：蔚澜学校建设工地一带；茶师H755线
兴幼开关站金来房产分线余杭区五常街道：
金来房产建设工地一带；永福H763线兴幼开
关站方桥路灯分线余杭区五常街道：方桥路
路灯一带；永福H763线兴幼开关站阿里巴巴
1 分线余杭区五常街道：阿里巴巴集团建设
工地一带。

2017-05-29 08:00-20:00 茶师 H755 线
兴幼开关站宝嘉乐分支箱分线余杭区闲林街
道：宝嘉乐网络有限公司建设工地一带；永福
H763线兴幼开关站 I段文二西路1#分支箱分
线余杭区闲林街道：文二西路荆长大道口路
灯、文二西路东泵站、泰峪房产建设工地一
带。

2017-05-31 08:45-19:30 乐泉 H8401 开
关--应家开关站乐泉H840线余杭区仓前街
道：永乐村、金星村乌龙桥、金星村高地上、金
星村文昌阁、金星村东门外、金星村李家埭、
中标塑禾有限公司、科勒斯科技有限公司、持
正科技有限公司、哈源科技有限公司、国网智
能电网建设基地、滨江市政园林建设工地、仓
前自来水厂、新坐标汽车厂一带；08:30-17:00
阳崇 G130 线崇杭开关站 I 段 6#间隔前村街
道分线余杭区崇贤街道：崇贤前村街道信用
社一带；08:20-17:00 西界 G219 线东升开关
站半路凉亭分线余杭区塘栖镇：塘栖村半路
凉亭机埠、塘栖村周家里、塘栖村三官堂、塘
栖村东升大队、塘栖村外塘、塘栖村向阳八

队、塘栖村文地一带、杭州余杭塘栖股份经济
合作社、杭州畔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杭州八
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09:20-17:00安贤G146
线中亚开关站 I段崇纺分线余杭区崇贤街道：
杭州石油分公司（加油站）、国忠修理部、群利
工贸公司、崇纺南山分厂、品瑞玻璃厂；08:
30-16:30凤溪H527线凤溪H5272开关-凤溪
H5270开关余杭区瓶窑镇：老城区泵站、凤惠
家园小区、瓶窑水厂、余杭区第三人民医院、
瓶窑大厦、华兴社区烟草、华兴路转盘路、华
兴社区华兴路、大观山社区葡萄畈居民点一
带；08:30-16:30 华兴 H537 线杭绿 H5371 线
杭绿 H53712 开关-杭绿 H53710 开关余杭区
瓶窑镇：瓶窑社区仲家村、大观山村闻家塘、
恒德购物广场、华兴社区凤溪路、华兴社区凤
山小区一带；08:30-15:30 凌村 H570 线汤康
分线余杭区鸬鸟镇：山沟沟村叶家堂、山沟沟
村宋村、山沟沟村汤坑村一带；08:20-18:00
纤石H402线通惠电器分线余杭区良渚街道：
纤石村花园桥、纤石村委、高明桥、梁山机械
厂、后荆村、龙荷农庄、汇成光电仪器厂、通惠
电器厂一带；08:30-18:50青石 9249线泥桥 5
组分线余杭区乔司街道：泥桥村5组、泥桥村
6组周边；08:00-18:50东仁G913线G9131开
关-东仁G9132开关余杭区乔司街道：杰奇服
饰厂、龙马实业公司、航燕包装厂、俊勇服饰
厂、九桥钢构厂、星河南路和永西路路灯、永
西村3组、永西村4组、永西村7组周边。

2017-06-01 08:20-17:00 运溪 G310 线
蔡家埭分线余杭区塘栖镇：塘栖村向阳大队、
塘栖村蔡家埭、塘栖村向阳桥、塘栖村卖柴
湾、塘栖村陈家湾、塘栖村东南角、塘栖村东
南角西一带、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塘栖村村
民员会；08:30-15:30 石门 H566 线清波村洞
口分线余杭区黄湖镇：清波村里洞口、清波村

洞口一带；08:40-16:00 张斗 G941 线国荣开
关站 II段华贝941A线余杭区运河街道：华贝
纳（杭州）毛纺染整有限公司、赛诺菲公司、三
联公司、亭趾变电所一带；08:40-17:00 云峰
H872线九峰石矿分线余杭区中泰街道：申加
混凝土厂、老朋友食品厂、磊翔建材厂、九峰
垃圾发电厂、南峰村汪家埠南、南峰村大坞一
带；长岗H706线航达塑化分线余杭区余杭街
道：宇诺电子厂、航达塑化厂。

2017-06-02 08:20-18:00 獐山 G261 线
北水湾分线余杭区仁和街道：洛阳村范介墩、
东塘村高地儿、洛阳村西宅、洛阳村姚家埭、
洛阳村北水湾一带、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
旺越矿山机械厂；08:00-18:30 长岗 H706 线
竹园分线65#杆开关后段余杭区余杭街道:竹
园村白坟三组、竹园村大洋圩、正生链条厂、
竹园村委、竹园村上舍圩、竹园村白坟费家、
竹园村小弄、竹园村红胜对家村、竹园村徐家
组、竹园村六组、竹园村前村、竹园村红胜、竹
园村林家、竹园村顾家、竹园村官塘、竹园村
里山坞、竹园村鲍家、竹园村西湖塘、竹园村
红光、竹园村梅岭、竹园村踏子弄、竹园村桃
园、竹园村南山、竹园村红元、竹园村千家一
带。

2017-06-03 08:40-17:00 崇镇 G133 线
陆家桥分支箱分线余杭区崇贤街道：新农村
建设有限公司（路灯变星海路与崇杭街交叉
口）、赞成房产基建工地、陆家桥幼儿园、星海
路与崇杭街路灯；08:20-18:00 打网 H426 线
峰美开关站美北H4261线--美北H42610开
关余杭区良渚街道：打网村永合机械厂、彩虹
橡胶厂、华芳营养品公司、易捷印刷厂、立德
机械厂、金鹏公司、闻家里、曹家里、沈家桥机
埠、赢天汽配厂、美特钢结构厂、兴源压滤机
厂、金家门、吉川包装厂、余杭第一加油站、辉

煌实业公司、大庄玻璃厂、埃索新能源公司、
疏港路路灯、杭州石油分公司、下潘塘、打网
村一带；潘塘H435线峰美开关站峰渚H4351
线--渚桥H43520开关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
公交中心、三朋科技公司、鹏远新材料公司、
一路行汽修厂、一汽汽车销售公司、金丰机械
厂、卡通文具公司、骏杰公司、天允机电厂、龙
腾实业、疏港路停车场、创鑫电力公司、打网
村、星华幼儿园、麦克起重设备厂、良渚派出
所、良渚税务所、必优特公司、广盛泡沫厂、新
得宝公司、周家里、向山贸易公司、万向工贸
公司、良渚彩印厂、叶家坝排涝站、何备连诊
所、叶家坝一带。

取消：
2017-05-26 09:30-19:30 消防 H728 线

万宇润滑油分线令克消防H728线明日康建
设分线令克余杭区闲林街道：万宇润滑油公
司、明日康建设公司一带；08:20-18:00 獐山
G261线北水湾分线余杭区仁和街道：洛阳村
范介墩、东塘村高地儿、洛阳村西宅、洛阳村
姚家埭、洛阳村北水湾一带、杭州市余杭区仁
和街道旺越矿山机械厂。

2017-05-28 08:45-21:00 永福 H763 线
兴幼开关站 I段富力1#分支箱分线余杭区仓
前街道：富力房产基建、蔚澜学校基建、测绘
创新基地一带；09:15-21:00 永福 H763 线溪
岸开关站汀溪院高配一分线余杭区仓前街
道：汀溪院物业一带；08:45-21:00茶师H755
线兴幼开关站 II段金来房产分线余杭区仓前
街道：金来房产基建一带；08:45-21:00 永福
H763线兴幼开关站Ⅰ段未来科技城幼儿园1
分线余杭区仓前街道：未来科技城幼儿园一
带；永福H763线兴幼开关站Ⅰ段方桥路灯分
线余杭区仓前街道：方桥路路灯一带；永福
H763 线兴幼开关站Ⅰ段阿里巴巴 1 分线余
杭区仓前街道：阿里巴巴基建（传益科技有限
公司）一带。

余杭区供电公司 86130111

停电预告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6月份综合招聘会通告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
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台，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
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场所，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定于6月
8日上午 8：40—11：30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 1号区人
力资源市场3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
职者到现场招聘和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极报名。报名方式：网

络报名，杭州就业网的会员单位可直接网上报名；目前还不是
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请登陆http://hzjy.zjhz.hrss.gov.cn 自助
注册会员，会员开通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聘信
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会的招工简章自带，
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 120CM *高 90CM（横版KT板）。招聘广
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内容表述清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5月19日——5月22日
《异星觉醒》12:40 25元

《碟仙前传》18:40 25元

《抢 红》20:20 25元

大山装饰
本公司专业从事室内外装饰装修二十余

年，因为专业，所以专注。“精工细作、追求完美

是本公司的目标。因工作和业务拓展需调整部

分岗位，现公司向社会招纳英才，招聘优秀家装

设计师三名，男女不限，待遇从优，现开始报

名。欢迎优秀人才加入。

联系电话：0571-89185333 周小姐

招 聘

公 告

遗失启事

杭州蜜西坊饮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蜜西坊饮品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2017年5月20日

兹有李祥祥遗失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
院 发 票 一 张 ，号 码 ：1453244676，金 额 ：
30757.41元，因保管不慎遗失。

遗失杭州飞诺服装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3310057866201，声明作废。

母亲韦宗青与父亲韩力骏所生之子韩煜
祺于2014年2月10日在余杭妇保院出生，遗
失出生证，编号：O330002756，声明作废。

母亲韦宗青与父亲韩力骏所生之子韩煜
彬于2014年2月10日在余杭妇保院出生，遗
失出生证，编号：O33000275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保诚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位于临
平 街 道 西 沙 路 北 侧 的 契 证 ，证 号 ：
33012520120870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保诚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位于临
平东湖街道开发区荷花路北侧的契证，证号：
33012520120869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康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注册
号：330184000052165，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2008年07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康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证号：330125676773177，声明
作废。

杭州康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织机构
代码证书正副本，代码：676773177，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湘鑫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11034187980xc，杭州市余杭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 7月 28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胜亿茶叶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公司
章、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遗失核
准号为 J3310033605301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和代码为G1033011003360530A的机构信用
代码证，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胜亿茶叶机械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660926965（1/1），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06
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潘云辉铁艺
商行，注册号：330184600430869，杭州市余
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03月26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胡丽青位于闲林镇西溪风情花园
水 榭 香 堤 19-2 室 房 产 的 契 证 ，证 号 为

01840307000657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蓝之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本，号码 J3310019196201，
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志珊咖啡馆遗失
浙 江 省 普 通 发 票 一 份 ，发 票 代 码 ：
133011530339，发票号码：07204923，声明作
废。

母亲张玲与父亲王学东所生之女王菁
芯萌于 2014年 7月 9日在余杭妇保院出生，
遗失出生证，编号：O330527280，声明作废。

母亲王倩引与父亲莫惠锋所生之女莫
文欣于 2010年 11月 16日在余杭一院出生，
遗失出生证，编号：K330153573，声明作废。

杭州高朋餐饮有限公司遗失通用机打
发票存根联，代码：233001571133，号码：
03814588-614，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乔司刘艳梅饭店注册
号:33018460077303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15年 8月 25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卞忠华位于瓶窑镇凤城花苑 14幢
1 单 元 402 室 房 产 的 契 证 ，编 号 为
0420040730，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运河街道海仙付食店
注册号: 330184600177571 ，杭州市余杭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 8月 2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临平乃泉金店注册号：
3301843026087，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2006年11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