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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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信息

临平洁士家政
地址：临平超峰东路145号（都市之音北门）

电话：86239964 89177707

（搬家、保洁、拆装空调 保姆中介）

杭州熹沁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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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

杭州熹沁服饰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公 告

1月12日—— 1月14日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
12:40 18:40 30元

青蛙总动员 14:30 25元

任桂凤（车牌号：浙G0S378）遗失平安保险商业险保
单，单号：1120971390025430394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超豪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053664206E，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6年 11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
废。
遗失杭州鑫时雨展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0609520468，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7年 01月 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
废。
赵继华遗失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号码：（161）
浙地现03848835，声明作废。
王祥富遗失优待证，证号：ZJ051109，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南山禾木酒家，注册号：
330184600105366，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09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倪凤英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第四联，代码：
233001190145，号码：00336105，声明作废。
杭州市余杭区佛日寺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45090002，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良渚宏泰旅馆特种行业许可证，证
号：2008227，声明作废。
唐宝凤（车牌号：浙AUY236）遗失永安保险保单，保单
号：333011703060008142，声明作废。
遗失郑怡残疾证，身份证号码：330125197805210023，
声明作废。
章丽萍遗失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证号：
01463187，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星桥街道牛牛手机店统一社会信用

遗失启事

杭州杲兔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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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月12日

杭州杲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代码：92330110MA2BLFLXX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14年 10月 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房地产管理处的浙江省住宅专项
维 修 资 金 专 用 收 据 ，代 码 ：74101，号 码 ：
1700318551-1700318575，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仁和街道亚当副食品店注册号：
33018460045310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07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水产品批发市场国峰水
产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110MA2BK2GFX7，杭
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1年11月25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中泰综合市场章玲珑家禽店，注册号：
330184600622575，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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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华饭店金税盘，声明作
废。
母亲解婷与父亲翟克所生之子翟睿阳于2013年1月5
日在省妇保出生，遗失出生证，编号：M330422690，声
明作废。
遗 失 杭 州 余 杭 区 塘 栖 杰 顺 服 装 厂 注 册 号 ：
330184600317705，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09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乔司街道先红饰品店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110MA2AYF8B7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17年 11月 2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
明作废。
杭州方博布艺织造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为 J3310029569801，声明作废。
杭州方博布艺织造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89号因我机构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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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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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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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余房他字第11117642号
余房他字第11121029号

余房他证字第15274920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29882号
余房他证字第15279998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23880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23881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1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2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3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4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5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6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7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57568号

杭余商国用（2011）第01474号
余房权证临移字第11001561号
杭余商国用（2012）第03423号
余房权证南移字第12028064号
杭余商国用（2012）第01841号
余房权证闲移字第12024922号
杭余商国用（2009）第22101号
余房权证闲移字第09068258号

余房他字第13174766号
余房他证字第15280491号

杭余商国用（2015）第04665号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5378234号
杭余商国用（2007）第08256号
余房权证临移字第07011730号

权利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南苑支行

浙江金桥担保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余杭支行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余杭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余杭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余杭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黄湖支行

杭州天道能源有限公司

杭州天道能源有限公司

谢建农

谢建农

王蓓蕾

王蓓蕾

王蓓蕾

王蓓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朝晖支行

邱小玉

邱小玉

唐情康

唐情康

不动产权利类型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抵押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抵押权

抵押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不动产单元号

330110101001GB01721F00010021
330110101001GB01721F00010021
330110103001GB00285F00020001
330110104012GB00257F00100063
330110104006GB00237F00060004
330110103001GB04171F00010014
330110103001GB04171F00010015
330110116001GB05335F0001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2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3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4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5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6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70001
330110116001GB05335F00080001
330110101001GB01721F00010021
330110101001GB01721F00010021
330110103002GB00041F00030001
330110103002GB00041F00030001
330110101001GB11818F00010008
330110101001GB11818F00010008
330110101001GB11818F00010009
330110101001GB11818F00010009
330110102001GB00812F01160001
330110101001GB01743F00070001
330110104006GB00237F00060004
330110104006GB00237F00060004
330110102001GB00812F01160001
330110102001GB00812F01160001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531号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531号

余杭区南苑街道南苑商贸城101-106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擎天半岛城格兰郡7幢2单元602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擎天半岛城格兰郡13幢1单元2204室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1幢102室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玩月街88号1幢202室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1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2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3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4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5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6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7幢
余杭区黄湖镇王位山村8幢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531号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星光街531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菜市路50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菜市路50号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浪漫和山花园东溪苑14幢102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浪漫和山花园东溪苑14幢102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浪漫和山花园东溪苑14幢103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浪漫和山花园东溪苑14幢103室

余杭区东湖街道东大街7号529#
余杭区临平街道为民弄3幢2单元102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擎天半岛城格兰郡13幢1单元2204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擎天半岛城格兰郡13幢1单元2204室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东大街7号529室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东大街7号529室

备注

（2013）杭余执民字第3589-8号
（2013）杭余执民字第3589-8号

(2016)浙0110执5250号之一

（2017）浙0110破1号之二十六

（2017）浙01执650号
（2016）浙0110执4837号之一

（2016）浙0110执4837号之一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5）杭余执民字第4341号之二

（2013）杭余执民字第3589-8号
（2013）杭余执民字第3589-8号
（2017）浙0110执4225号之一

（2017）浙0110执4225号之一

（2017）浙0382执1615号之二

（2017）浙0382执1615号之二

（2017）浙0382执1615号之三

（2017）浙0382执1615号之三

（2016）浙0104执86号之一

他证遗失作废

（2017）浙01执650号
（2017）浙01执650号

（2016）浙0104执86号之一

（2016）浙0104执86号之一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12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90号

下列不动产权利人因保管不善，将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原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声明作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声明人

陈竹湘、陈坚雄

陈竹湘、陈坚雄

陈竹湘、陈坚雄

李正茂

陈益文

杭州博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方华、周玉莉

杭州余杭区径山羽泉茶厂

杭州余杭区径山羽泉茶厂

周涛

周涛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天主堂

王川毅

陈波

权证类型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分割登记许可证

不动产权证

不动产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

不动产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爵士苑5幢1单元1402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爵士苑5幢1单元1402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广厦天都城爵士苑5幢1单元1402室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东海水景城2幢1单元102室
余杭区东湖街道北大街2单元601室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杭家12幢1单元2402室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海珀雅苑10幢1单元1501室

余杭区径山镇径山村1幢
余杭区径山镇径山村1幢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桂花城金秋苑18幢2单元301室
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桂花城金秋苑18幢2单元301室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景山路1-21号(单号)
余杭区闲林街道竹海流霞花苑19幢1单元1501室
良渚镇良渚文化村白鹭郡东15幢1单元502室

不动产证号

杭余商国用(2016)第31308号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6589252号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6589253号
余房权证南移字第15471568号

2003-2945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155932号
浙(2017)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032333号

1-2007-112-01454
余房权证径字第10088721号
杭余商国用（2011）第20043号
余房权证星移字第11020329号
余房权证临移字第15406710号

浙(2016)余杭区不动产权第0015700号
杭余商国用（21352920528号

声明原因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遗失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12日

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启航路以北商业地块
一地块，位于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核心区块，四
至范围是：东至杭州联东金晨投资有限公司；南
至启航路；西至仁良路；北至燕湾路。现经政府
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18年 1
月 12日前到 2018年 1月 25日前登记，逾期视
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姚先生
联系电话:15024436663

单位：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指挥部
2018年1月12日

通 告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