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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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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杭登公字[2017]余0098号

公告单位：杭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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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号

余房他证字第15280467号
余房他证更字第13209116号
余房预字第10056582号
余房预字第10056583号
余房预字第14241032号
余房预字第14241033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30290号

杭余商国用（2007）第20934号
余房权证闲移字第07025438号
杭余商国用（2014）第01972号
余房权证余移字第14284692号
杭余商国用（2015）第04066号
余房权证良移字第14364214号

余房他证字第14225209号
余房他证字第15263869号

杭余商国用（2009）第23079号
余房权证良移字第09067200号
杭余商国用（2015）第00919号
余房权证瓶移字第15374644号
余房权证瓶移字第15374645号

余房权证临字第01646号
杭余商国用（2012）第05706号
余房权证南移字第12029871号
余房权证余移字第0001389号

权利人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物流中心支行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4号
王航峰、吕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绍兴路支行

蔡树光、吴丽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支行

程建绿

程建绿

陈章根

陈章根

翁勤仙

翁勤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

陈铨家

陈铨家

林赞美、刘媛

林赞美、刘媛

林赞美、刘媛

倪有根

黄步思

黄步思

蒋重阳

不动产权利类型

抵押权

抵押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抵押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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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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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国有土地使用权

房屋所有权

房屋所有权

不动产单元号

330110102001GB01265F00010007
330110101001GB11762F00080001
330110118003GB00351F00060006
330110118003GB00351F00060006
330110110008GB00104F00030001
330110110008GB00104F00030001
330110116001GB01197F00030008
330110101001GB11762F00080001
330110101001GB11762F00080001
330110116001GB01197F00030008
330110116001GB01197F00030008
330110116001GB10158F00240006
330110116001GB10158F00240006
330110110008GB00002F00010020
330110111004GB00101F00030069
330110110008GB00002F00010020
330110110008GB00002F00010020
330110111004GB00101F00030069
330110111004GB00101F00030069
330110111004GB00101F00030069
330110888888GB88888F04340001
330110103004GB00004F00070014
330110103004GB00004F00070014
330110888888GB88888F04310001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碧云阁1幢2单元501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4号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竹海水韵芦花洲9幢2单元301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竹海水韵芦花洲9幢2单元301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瑞和园4幢1单元801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瑞和园4幢1单元801室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19幢1单元2004室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4号
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4号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19幢1单元2004室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湖山帝景湾19幢1单元2004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白鹭郡南68幢1单元501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文化村白鹭郡南68幢1单元501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十六街区中心12幢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乐章花苑4幢2单元803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十六街区中心12幢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十六街区中心12幢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乐章花苑4幢2单元803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乐章花苑4幢2单元803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乐章花苑4幢2单元803室

东大街132号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康城国际花园约克郡1幢1单元902室
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康城国际花园约克郡1幢1单元902室

余杭镇山西园五组

备注

（2017）浙0110执6919号之二

（2017）浙0302执985号之一

（2017）浙0110执1772号之二

（2017）浙0110执1772号之二

（2017）浙0110执5625号之二

（2017）浙0110执5625号之二

（2017）浙0110执7755号之一

（2017）浙0302执985号之一

（2017）浙0302执985号之一

（2017）浙0110执7755号之一

（2017）浙0110执7755号之一

（2017）浙01执712号
（2017）浙01执712号
(2016)浙0102执1313号
（2017）浙01执616号
(2016)浙0102执1313号
(2016)浙0102执1313号
（2017）浙01执616号
（2017）浙01执616号
（2017）浙01执616号

原证遗失作废

(2016)浙0327执8037号之一

(2016)浙0327执8037号之一

/

责任编辑：徐露筠

新华社成都2月12日电 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日来到
驻四川部队某基地，深入发射工位和技术厂
房，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
军委，向全体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
福。他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
战打仗，加快创新发展，全面提高履行使命
任务能力，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2月的川西大地山青水碧，和风送暖，处
处洋溢着春的气息。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

到某基地发射场。他一下车，就前往发射工
位。高大的发射塔架巍然伫立，十分壮观。
习近平边听介绍，边看发射场布局说明图，
详细了解发射场结构功能，不时询问有关问
题。工作人员介绍三号发射工位功能齐全，
可以发射多种型号火箭和航天器，创造了我
国航天史上多个第一，习近平点头称赞。不
远处的二号发射工位已执行数十次发射任
务，按计划将于近日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指挥大厅内，基地官兵正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习近平很关心北斗三号卫星发射任
务准备情况，特意来到这里看望大家。看到
习主席到来，大家非常激动，全体起立，报以
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工位上的官兵一一握
手，同科技人员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每名同

志的科研工作和生活情况。听到大家扎根
山沟、献身航天，取得多项发明专利，习近平
露出赞许的目光。习近平了解了卫星发射
准备工作，叮嘱大家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作
风，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将至，习近平对基层官兵十分牵
挂，他专门通过视频慰问了部队，向官兵及
其家人致以新春祝福。海水拍打着礁石，溅
起浪花朵朵。习近平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
通话，海岛环境能不能适应，过年准备得怎
么样……习近平问得很具体。得知岛上驻
防条件比较完善，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子、
卡拉OK、棋牌和球类比赛，习近平很高兴，
叮嘱要安排好节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让大
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滨海某发射测

试站椰风习习，部队官兵精神抖擞在发射塔
架下列队集结，通过视频向习主席拜年。习
近平向他们表示感谢，勉励他们牢记肩负使
命，锐意改革创新，争取更大成绩。

离开指挥大厅，习近平来到一处技术厂
房，通过展板详细了解基地发展历程情况，对
基地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习近平亲切接见基地所属有关部队
副团级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要强化使命担当，坚定航天报国志向，
坚定航天强国信念，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航
天精神，创造更多中国奇迹。要强化打赢本
领，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深化战法训法研究
探索，提升航天发射和作战能力，融入全军联
合作战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

强国提供坚实支撑。要强化改革创新，加快
推进转型发展，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加
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保持国际竞争主动
权。要强化政治保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抓
好各级党组织建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全面从严教育管理部队，确保部队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2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以雷霆万钧
之势拔地而起，将北斗三号卫星成功发射到
浩瀚太空。基地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实现
了筑梦九天的又一次胜利进军，向祖国和人
民送上了一份特殊的新春祝福。

12日下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了驻
蓉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单位主官，
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驻四川部队某基地

向全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习近平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向普京致慰问电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补短板——世
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在实
现全民健康覆盖方面迅速迈进，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更加均衡、可及。

王贺胜介绍说，为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
得好病，疏通优质医疗资源的“神经末梢”，所
有三级公立医院和 1000余家社会办医疗机
构已参与医疗联合体建设，2017年下转患者
483万例次，同比增长91.2％。

通过开展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增加
基层药品种类、推行长处方和延伸处方等措

施，“小病基层首诊、康复回社区”的合理就
医秩序正在逐渐形成。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和县域内就诊率
进一步提升。

“缓解大医院‘堵点’，家庭医生签约和
医联体建设是深化改革的‘一体两翼’。”中
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表示，
今后要继续完善与医联体相适应的动态化
绩效考核机制，形成主动控费的内在动力，
真正做到急慢分诊，让患者在基层享受到系
统化、连续化的健康服务。

信息“通路”提速 资源疏通“末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样送实惠

国内时讯

实行60多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取消、远程医疗已覆盖所有国家级贫困县……国家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1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关联
性、标志性改革全面启动，普惠型、兜底型民生建设相继展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建立。

挂号排队像“春运”、做个检查“跑断
腿”，以三级医院为主的医疗机构就医体验

“短板”长期为百姓诟病。打通“信息孤岛”、
让医疗服务提质增效，成为摆在改革面前的
一道“必答题”。

2015年卫生计生部门推出“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着力缓解老百姓突出反
映的“看病候诊时间长、排队缴费时间长而问
诊时间短”的问题。“改善医疗服务是深化医

改的最终目标，旨在把更高质量、更加安全、
方便的医疗服务带给老百姓。”王贺胜说。

主动作为赢来的是群众的口碑。北京
协和医院推出官方手机 APP，既能预约挂
号、查报告单，还能进行候诊查询，实时查看
所挂门诊的等候人数，真正实现了多种医疗
信息“一屏共享”。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打造数据监测和患者健康管理的安全“闭
环”,在信息提速的同时确保医疗质量。

信息“通路”快起来：预约诊疗覆盖全国所有三级公立医院

医疗资源活起来：县域内就诊率进一步提升

国家卫计委动态信息管理系统监测显
示，2017年全国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医疗
费用个人自付比例从 2016 年的 43％降至
19％。防止“病根”变“穷根”，根据健康扶贫
工程相关要求，截至 2017年底，我国已分类
救治420多万名农村贫困大病、慢病患者。

从田间地头到繁华城市，一张全球最大

规模的基本医疗保障网正在织密织牢。记
者了解到，全民基本医疗参保人数超过13.5
亿，参保率稳固在95％以上。在保基本的同
时还要“救急难”，目前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
度已覆盖10.5亿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
2016年有1100多万大病患者受益于合规医
疗费用报销政策。 （据新华社）

健康保障兜起来：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覆盖13.5亿人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月12日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向
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贵国一架
客机坠毁，造成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不幸遇
难。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和诚挚的
慰问。

2 月 12 日，无锡老
字号“穆桂英”的工人在
赶制年糕。

春节临近，江苏无
锡老字号糕团生产企业

“穆桂英”的传统手工年
糕进入生产高峰期。工
人们忙着加工年糕，以
满足节日市场的需求。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作为故宫博
物院 2018年的开年第一展，《国家宝藏》特
展 12日在故宫的箭亭广场揭幕，由国内 9
家博物馆推选的 9件文物影像清晰呈现在
人们眼前，9大博物馆分展也同步启动。

这 9件“国宝”分别是故宫博物院藏石
鼓、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懿德太子墓壁画《阙
楼仪仗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摹王羲之一
门书翰卷、湖北省博物馆藏云梦睡虎地秦
简、湖南省博物馆藏皿方罍、河南博物院藏

云纹铜禁、浙江省博物馆藏玉琮、上海博物
馆藏大克鼎和南京博物院藏大报恩寺琉璃
塔拱门。

特展为期两周，将覆盖 2018年整个农
历新年假期，于2月25日结束。

故宫开年第一展揭幕 来紫禁城看“国家宝藏”

无锡：年糕飘香迎春节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2月 10日
18时许，香港新界大埔公路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一辆公交双层巴士失事侧翻，造成19
人死亡、60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予以处置。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了解
有关伤亡和救助情况，指示中央政府驻香
港联络办负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
他对此次事故遇难者的哀悼、对遇难者家

属及受伤者的亲切慰问，并要求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全力做好遇难者善后、受伤者
救治及其家属抚慰等工作。习近平还对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时开展有关应急处置
工作予以肯定。

习近平向香港大埔重大交通事故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