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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9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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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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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1月9日— 11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毒液·致命守护者 12:35 18:40 30元

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
14:30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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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杭州隆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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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

杭州隆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停电预告
2018-11-10 08:30-17:00莫塘G072线莫家塘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南星小区、南星8组、
南星9组、星桥城建路灯一带。

联系电话：86130111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杭州航鸟水泵厂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63639201，声明作废。
遗失项义虎、董雅琴位于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
17幢房产的契证，证号：3301252014010847，声明作
废。
遗失项义虎、董雅琴位于闲林街道水木清华苑北区
17幢房产的土地使用权证，证号：杭余商国用（2014）
第02883，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财政税务学会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10079709201，声明作废。
杭州二智服饰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步洪根残疾证，号码为33012519561116251121，
声明作废。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招聘启事
因工作需要，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余杭分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护理人员2名（劳务
派遣），具体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位：护理。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护理、护理

学专业，35周岁以下，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杭州
市户籍。

二、招聘办法与程序
按岗位招聘，执行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

试、体检等程序，择优录取。录用后与我公司签订劳

务派遣合同，并派遣至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1、报名时间：2018年11月12日至16日（工作日
上午8:00-11:30，下午13:00-16:30）。

2、报名地点：星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楼
中心办公室（星桥街道学成街16号）。

3、报名材料：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执业资格证
书、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4、咨询电话：0571-86266148。
2018年11月9日

杭 州 方 回 春 堂

●中医科：内科专业、妇产科专业、儿科专业、针灸科专业、推拿科专业；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

●中西医结合科。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390号1幢117/118室

电话：0571-86105600

余 杭 中 医 门 诊 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法》及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决定对东方俊园东区、西区消防改造工程监
理进行公开招标。

一、工程名称：东方俊园东区、西区消防改造工
程监理

二、招标范围：本工程包括东方俊园小区室内、
室外消防设备及管道改造

三、工程地点：余杭区南苑街道
四、工程概算及工期：本工程施工监理收费基价

为 33409元，下浮 10%，本工程监理费为 30068元。
工期从签定监理合同之日起至保修期结束。（具体工
期要求以签订的施工合同内时间为准）

五、报名资格要求：经余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的同时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的企
业的独立法人或 具备监理综合资质的企业（诚信制
裁企业不得参与报名）；

六、报名应提交以下资料：①单位介绍信或委托
书；②新营业执照统一信用代码证（如未换新营业执
照，则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资
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验原件留复印件）

七、报名时间、地点：
（1）报名时间：2018年 11月 12日至 2018年 11

月 14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6:00
（双休日及节假日除外）。

（2）报名地点：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河南埭路 46号永信大楼
609室）。

八、投标保证金：投标单位在开标前需提交投标
保证金 3000元至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户名：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代理
有限公司；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杭州余杭支行；
银行账号：0706014210003916；缴纳方式：电汇或网
银等（拒收现金，以现金缴款方式交付投标保证金的
一律作无效标论处）；各投标单位将投标保证金打入
账户后，凭银行回单到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
代理有限公司开取收据。

九、招标代理公司：杭州永信工程造价审计招标
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6232712 联系人：王婷婷
杭州奥声物业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9日

东方俊园东区、西区消防改造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华夏银行个人理财产品发行信息

地址 |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人民大道597号（新华书店对面）
理财电话 | 86163507 客服电话 | 95577 网址 | http://www.hxb.com.cn

理财热线：0571-86163507 微信公众号：hxhzgzpt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产品信息以产品说明书为准

产品名称

新盈128号
（新客户专属）

龙盈系列（净
值型理财产

品）

★★华夏银行
“月月有钱花”

大额存单

发售日期

2018/11/9-2018/11/14
龙盈1号
龙盈2号
龙盈3号
半年定开003号
一年定开004号

2018/11/1-2018/11/30

产品
成立日

2018/11/15
两周开放一次(需抢购)
每周开放一次(需抢购)
两周开放一次(需抢购)
2018/11/8-2018/11/14
2018/11/13-2018/11/20

“按月”付息大额存单！
相比定期、理财，付息更
灵活，利息月月领。

期限
（天）

112
每月5日、20日9:00-15:00进行
申购/赎回（高净值客户专属）

每周第一个工作日9:00-15:00进
行申购/赎回

每月14日、28日9:00-15:00进行
申购/赎回

半年开放一次

一年开放一次

存入20万，每月可领650.00元，
到期再领20万

存入50万，每月可领1666.67元，
到期再领50万

存入100万，每月可领3441.67
元，到期再领100万

产品
到期日

2019/3/7
预期最高

年化收益率

4.95%
5.15%（较上一
开放日收益率）
5.48%（近7天
年化收益率）
5.26%（较上一
开放日收益率）

4.6%(业绩基准)
4.7%(业绩基准)

3.90%
4.00%
4.13%

认购起点
（万元）

1
10
10
5

1

20
50
100

销售
渠道

柜台、
网银、
手机、
华夏e社
区

柜台、
手机
银行

风险
评级
稳健
型
平衡
型
平衡
型

稳健
型

纳入
存款
保险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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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杭州金源化工有限公司关停项目
拟补偿（奖励）资金的公示

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批转<
余杭区因环境整治、落后产能淘汰、污染物减排关停
搬迁工业企业补偿奖励政策>的通知》（余政办
〔2013〕301号）等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平、公正、
透明”的原则，区安监局、区财政局对列入危险化学
品综合整治的杭州金源化工有限公司关停项目进行
了核查。根据核查结果，拟对杭州金源化工有限公
司关停项目进行结算补偿奖励资金52.4955万元（具
体见附表），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 11月 9日－11月

11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以书面等形式反映至区
安监局、区财政局（个人需署真实姓名、单位需加盖
公章）。

联系方式：
区安监局监管一科89161201，传真86144989；
区财政局企业科86223924，传真86223902。

杭州市余杭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2018年11月9日

杭州金源化工有限公司关停项目拟补偿（奖励）资金明细表

序号

1
单位名称

杭州金源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企业关停

拟拨付补偿奖励金额（万元）

52.4955

根据修订后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公安部 105号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现
将余杭区新增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公
布如下：

新增电子警察系统路口：

即日起以上设备正式启用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仁-3361云会老街包客里门口
仁-3364云会老街南山漾鱼味馆门口

仁-3362云会老街文建水电门口
仁-3363云会老街捷惠快餐门口
仁-3365云会老街农业银行门口

仁-3396新桥原斗里48号南三岔路口
仁-3358云会老街金雅服饰门口

仁和
仁和
仁和
仁和
仁和
仁和
仁和

点位名称 区域

仁-3359云会老街贝佳爱母婴门口

仁-3367云会老街新感觉床上用品前

仁-3360云会老街电动车修理店门口

崇2101-沾桥信用社边

径-3164潘板桥村锦城街商贸路路口

径-3187潘板菜场门口公厕所边

径-3165潘板桥村锦城街移动公司旁

径-3200潘板桥村锦城街交通工作站

仁和

仁和

仁和

崇贤

径山

径山

径山

径山

点位名称 区域

余杭区新增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地点公告

征询异议公告
兹 有 王 家 驹 （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25193812211819）、丁 祖 琴（身 份 证 号 码 ：
330125194509171820）于 1995年参加余杭市塘栖镇
中心学校集资建房取得坐落于塘栖镇乐苑小区36幢
二单元 201室（原塘栖镇乐苑新村 46幢 203室）的不
动产，建筑面积 77.77平方米，现来我中心申请办理
不动产转移登记。王家驹参加集资建房时使用的名
字为“王加喜”，其本人承诺、余杭市塘栖镇中心学校
证明王家驹与“王加喜”为同一人。对上述情况有异
议者，限于公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之内向余杭区不
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塘栖分中心提出书面异议材料
（联系地址：塘栖镇人民路183号塘栖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71-86372276）。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我
局将按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8年11月9日

征询异议公告
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转移（赠

与）登记，现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在公告之日
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
料提交我局(联系地址：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前
程路 20号瓶窑市民之家,联系方式：86160691)。
逾期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
登记。

赠与人：唐敏
受赠人：林彩金
不动产坐落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柳郡苑

璟轩2幢2单元1304室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8年11月9日

杭州吴杭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
废。
遗失浙江劳武工具有限公司原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邱浩位于余杭区经山镇依山郡 86幢 6-706室房
产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发票号码：No.01238322，
代码为：3300161350，声明作废。
遗失盛凯琦于 2010年 6月 7日签发的身份证，号码
为 33018419920601031X，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