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朱金标五金厂注册号：
33018460063670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年02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仁和立宝蛋糕店许可证编号为
SP330184125011801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 2012年 11月 27日核发的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声
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葛如平建材商店注册号：
330184600293723，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1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宿迁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110MA27YC0F8H，杭州市余
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6年08月0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宿迁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花里花店注册号：
330184600841066，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04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 失 杭 州 一 舟 大 药 房 第 一 分 店 注 册 号 ：
330184000009362，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2年05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纳税人罗国顺、罗恩刚、罗能霞，证件号码：
330125196911165014，因保管不当遗失由杭州市余杭
地方税务局余杭税务分局开具的税收缴款书（税务收
现专用）第一联，税票字轨号为（171）浙地现，票证号
码为02026452，金额：1154.48元，特此证明。
遗失杭州建联建材有限公司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宏丰家居城元兵饮品店，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110MA2BQQU63H，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16年 06月 0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临平紫罗兰园艺场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要签证 找工行

详情请咨询工行各网点：
余杭支行86226310 塘栖支行86374524 临北支行86212210 东湖支行89286537
时代广场支行89173661 崇贤支行89350088 星桥支行89185131 乔司支行86225635
临平支行86225784 钱江开发区支行89276826

要签证，找工行：
签证代传递业务是工行通过与指

定公司合作，以实现个人客户在就近
工行网点轻松办理各国签证资料递送
的服务。从签证咨询-准备所需资料-
提交资料-缴费-资料审核-送签-出签
返回，您在工行网点便可享受代办签
证的“一站式”服务。目前，工行优质
客户签证代传递服务费用全免。此
外，您还可享受更多的一揽子跨境金
融服务哦！

工银e生活 尽享惊喜优惠
您的工行信用卡专属APP，吃喝玩乐尽情体验，惊喜优惠

促销独享。
新客户专享：
支付1元得20元话费福利
每周福利：
支付15元得一鸣真鲜30元代金券
支付15元得九月生活30元代金券
支付15元得 蘭芳園30元代金券
支付15元得莫卡乡村30元代金券
支付50元得 川味观100元代金券
支付50元得 山葵家100元代金券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6月29日—— 7月2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金蝉脱壳2 12:40 25元

超人总动员2 3D 14:20 30元

动物世界 18:50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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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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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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博海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杭州博海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清算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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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公 告

停电预告
2018-06-30 07:30-17:30 吴 灵 H6543 开

关-H6544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吴山前
村毛家桥、姚家营、林家头、孙家径、瓦窑里、寡山前、
潘家头、寡山斗、吴山老街、上山头、下路桥、长桥头、
沈家浜、盛家头、康硕建材有限公司、仓盛建材有限公
司、弘通有限公司、青州建筑有限公司、神潮实业有限
公司、鼎豪餐饮有限公司、云裳丝织有限公司、仓前小
学、吴山邮电所、盛家头泵站一带；09:40-17:40安溪
H404线杨家塘2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杜城村花苑里、杜城村苏家村、杜城村杨家塘、杜城村
前山下、陆丰喷漆有限公司、瓶窑镇人民政府火溪机

遗失启事
遗失徐国平、孙玉停位于良渚街道蔚蓝郡雅苑 2幢 2
单元302室房产的契证，证号：3301252014010029。
遗失浙江杭州湾建材装饰城郎帝厨具商行注册号：
330184600579954，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05月1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中山路农贸市场何永坤花店注册号：
330184600793844，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5年11月0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新大地小商品市场朱俞鞋店注册号：
330184600513939，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2年05月14日核发的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绿亚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110720097947H，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于 2017年 07月 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
明作废。

埠一带；09:40-17:40安溪H404线石前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城村后塘村、杜城村石前村、
建农织袜厂、安溪小学一带；07:40-17:40安溪H404线
杜城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城村杜
城庙一带；08:20-17:00西庄G238线赵家塘分线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鸭兰赵家门、鸭兰村郭家塘、
鸭兰村外八年、鸭兰村支部、鸭兰村赵家塘、鸭兰村洪
字圩西、鸭兰村老教堂、鸭兰村新教堂北、鸭兰村平径
西、三家村杨家塘、杭州市余杭区崇贤鸭兰村基督教
堂、杭州金波塑胶有限公司、杭州硕惠塑业有限公司、
崇贤镇平泾村一带；08:20-17:00宏畔G216线水榭环网
站进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杭州余杭运
河综合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栖里东苑）一带；09:
10-17:30 上城H603线（悦之开关站Ⅱ段）: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余杭街道:复地悦之城小区；08:40-15:30 冠
庆G0533线5#杆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
道：乔司安置房、乔司充电站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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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山镇镇政府东侧商住地块一，地块面积
为 3.7817公顷，位于余杭区径山镇求是村，四
至范围是：东至规划支路；南至径山镇求是村
土地；西至二号路；北至次五路。现经政府批
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次，凡该地块内地下管网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18年 7
月 5日前到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登记，
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虞靓 联系电话：18867582048
单位: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通 告

径山镇镇政府东侧商住地块二，地块面
积为 3.0023公顷，位于余杭区径山镇求是村，
四至范围是：东至规划支路；南至径山镇求是
村土地；西至规划支路；北至次五路。现经政
府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用地挂牌出让。

鉴次，凡该地块内地下管网线（电力、通
信、上下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18年 7
月 5日前到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登记，
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虞靓 联系电话：18867582048
单位: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9日

通 告

责任编辑：徐露筠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 28日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白皮书。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
白皮书。

为全面介绍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
承诺的实践，阐释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
建设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阐明中国推
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愿景与行动，中国
政府特发表本白皮书。

白皮书全文约1.2万字，除前言、结束
语外，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切实
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中国坚定支持多
边贸易体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世界

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推动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

白皮书说，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里程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历史
新阶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不断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加强
同多边贸易规则的对接，切实履行货物
和服务开放承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
外开放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
显著提高，为多边贸易体制有效运转作
出了积极贡献。

白皮书指出，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

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为推
动全球贸易发展、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加入世贸组织以
来，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
面参与世贸组织各项工作，推动世贸组
织更加重视发展中成员的关切，反对单
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与各成员共同推动
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
作用。

白皮书说，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
赢的对外开放战略，遵循世贸组织自由贸
易理念，在对外开放中展现大国担当。从

加入世贸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开
放胸襟、拥抱世界，为促进世界经济贸易
发展、增加全球民众福祉作出了重大贡
献，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
源。

白皮书还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会
止步于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面对汹
涌澎湃但又充满曲折的经济全球化，中国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坚定
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创造更全面、更
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实现更广
泛的互利共赢。

中国首次发表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

6月 28日，一名
学子抱着孩子在浙
江大学毕业纪念墙
前留影。

毕业季来临，即
将毕业的浙江大学
的学子们纷纷在校
园内合影留念，记录
在母校的最后时光。

（新华社）

又到毕业季

杭州互联网法院首次确认
区块链电子存证法律效力

28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
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进行了公开宣判，
首次对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的法
律效力予以确认。

该案件中，原告为证明被告在其运营
的网站中发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相关作
品，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进行了侵权网
页的自动抓取及侵权页面的源码识别，并
将该两项内容和调用日志等的压缩包通过
相应技术上传至 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
块链中。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互联网数据库技术，
也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其特点有去中心
化、开放性等。在原理上，储存的数据具有不
可篡改性。

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为，这一电子
数据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自动抓取程序进行网
页截图、源码识别，能够保证来源真实；采用
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
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可靠性；
在通过技术验算确认一致且与其他证据能够
相互印证的前提下，该种电子数据可以作为
本案侵权认定的依据。

“区块链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具
有开放性、分布式、不可逆性等特点，其作为
一种电子数据存储平台具有低成本、高效率、
稳固性的优势，在实践审判中应以技术中立、
技术说明、个案审查为原则，对该种电子证据
存储方式的法律效力予以综合认定。”杭州互
联网法院承办法官说。

近年来，区块链技术蓬勃发展。因其可
以确保数据真实、完整性等特点，成为电子证
据发展新趋势。

杭州互联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存证固定的电
子数据，应秉承开放、中立的态度进行个案
分析认定。既不能因为区块链等技术本身
属于当前新型复杂技术手段而排斥或者提
高其认定标准，也不能因该技术具有难以篡
改、删除的特点而降低认定标准，应根据电
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其证据效
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