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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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2月3日— 6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克隆人 12:40 25元

老爸102岁 18:40 25元

停电预告
2018-12-07 09:30-17:30 鸿雁开关站Ⅰ段（油

车变-上庄开关站Ⅰ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
道：五常农村合作信用社、五常中心小学、五常服务站、
健康印务厂、西子混凝土厂、飞碟客车厂、鸿雁电器厂
一带；08:40-15:40天马H815线井坞开关站天井坞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天井坞北、天井坞中、
天井坞南、荆余路2号路灯、天井坞石矿一带；08:20-16:
30北东 G3523线北东 G35231开关-北东 G35230开
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风村吴家斗、东
风村永和坝、东风村周介坝、东风村三星、东风村俞家
门南、东风村下港、杭州冠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浙江
恒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带；08:20-16:30 湾和

遗失启事
杭州七国咖啡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77956103，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阿坤数码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10085503701，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罗玛集成吊顶商行遗失银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10034910401，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闲林街道煜骐建材经营部遗失浙江增值税
专 用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为 3300163160, 发 票 号 码:
01484602，声明作废。
遗失张军残疾证，号码为 33018419890928351241，声
明作废。
杭州屏峰山茶厂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1001902370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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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513线湾和G35131开关-湾和G35130开关：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东风村岳山、东风村山前、东

风村岳山前东、杭州恒悦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

仁和镇东风村村民委员会、杭州余海金属拉丝有限公

司、浙江泰德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杭州新世纪混合气

体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獐山钢瓶有限公司、杭州仁力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天朗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顺泰网

络工程有限公司一带；08:40-16:40 万岁G353线大塘

坝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新港村大塘坝

1、新港村大塘坝2、新港村吴家桥、新港村严家桥、新港

村梅家坝、帅赢建材、新港村夏家桥一带；08:40-17:
30 溪塔H849线溪塔中新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余杭街道:溪塔村东塘三联、溪塔村中新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30111

7

上环桥社区1、2、3、4、14组各回迁安置户：
上环桥社区“环桥花苑”安置房，即将进行摇号

分房，现将分房摇号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摇号时间：
2018年 12月 8日（周六），各组具体摇号时间详

见分房摇号通知
二、摇号地点：
临平第五中学体艺馆（320国道与顺达路交叉口）
三、注意事项:
1.户主本人参加摇号的，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参

加摇号的如为受托人，受托人请携带身份证、委托
书，并视作已得到户内所有安置人员的同意与授权。

2.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前来参加摇号的，由杭州市
禹航公证处代为摇号，摇号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3.敬请安排好工作，准时参加摇号。
余杭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

2018年12月6日

分房摇号通告

上环桥社区1、2、3、4、14组各回迁安置户：
根据区政府有关文件规定，上环桥社区1、2、3、4、

14组回迁安置人口于2018年12月7日24:00时截止，
安置人口截止时间之后新增的人口一律不再安置。

特此通告。
余杭区人民政府东湖街道办事处

2018年12月6日

通 告

兹定于2018年12月17日下午14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临
平南大街265号市民之家三楼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余
杭分中心 1 号开标室公开拍卖下列标的（项目编号：
YCQ-2018-034）：

1、余杭街道禹航路 629、631、633号房屋及围墙内部分
停车场场地，建筑面积房屋约481.6㎡、停车场地约516㎡五
年租赁权,起拍价35万元/首年，竞买保证金15万元。

2、余杭街道禹航路637号临街北一层、临街南1-2层房
屋，建筑面积约 380㎡五年租赁权，起拍价 28万元/首年，竞
买保证金15万元。

上述标的租金递增幅度为：每两年环比递增3%。
上述标的均有业态限制，标的原承租户享有同等条件

下的优先承租权。
一、拍卖方式：采用无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2018年12月13日（工作时间

9:30至11:30，14:00至16:00）接受咨询及报名。
有意竞买者向交易中心银行账户（户名：杭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余杭分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杭州银行余杭
支行；账号：79718100501600-0005）交纳保证金后，提供有
效身份证件（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自然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代理他人报名、竞买：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银行出具的保证金递交
函至余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办理报名。保证金须确
保在2018年12月13日15时前到达指定帐户。

三、拍卖公司咨询地址及电话：杭州市凤起路451号凤起
大厦辅四楼A座0571-87020623、13345719519（朱女士）。

四、相关信息查阅请登录下列网站：www.yhggzy.com.cn
（余杭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浙江恒腾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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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定于 2018年 12月 24日下午 14时在杭州市余杭区临
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三楼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余
杭分中心 4 号开标室公开拍卖下列标的（项目编号：
YCQ-2018-033）：

杭州余杭闲林股份经济合作社配套服务用房12年租赁权，
建筑面积约6289平方米(地上约4357.6平方米，地下约1931.4
平方米)，起拍价281.7721万元/首年，竞买保证金100万元。租
金前三年按成交价收取，第四年起，每三年环比递增5%。

上述标的可能产生污染、噪音等影响周边其他单位办公
居民生活、经营的企业禁止参加竞拍，成交后不得经营国家
明确规定禁止行业。竞买人在参与竞买前须自行向工商及
产权单位等相关部门了解能否办理经营执照等事宜。标的
面积均包含公摊面积，仅供参考，以现场为准，如有误差不影
响成交价。

一、拍卖方式：采用无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二、竞买人资格：
⑴企业法人须拥有实际到账注册资金 500万（含）以上

（提供2017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且公司现所有权益
（净资产）总额在300万（含）以上（注：企业上月度财务资产报
表以国、地税申报网上查询核对为准）；

⑵自然人须提供个人拥有300万元（含）以上的存款（以

银行存款证明为准）；
⑶拒绝联合体竞拍。
三、咨询及报名：即日起至 2018年 12月 20日前接受咨

询。报名时间：2018年 12月 18日—20日（工作时间 9:30至
11:30，14:00至16:00）。

有意竞买者向交易中心银行账户（户名：杭州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余杭分中心保证金专户；开户行：杭州银行余杭支
行；账号：79718100501600-0005）交纳保证金后，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身
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2017年度审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企
业上月度财务资产报表；自然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
存款证明；代理他人报名、竞买：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件复印件），银行出具的保证金递
交函至余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窗口办理报名。保证金须确
保在2018年12月20日15时前到达指定帐户。

四、拍卖公司咨询电话：0571-87020623、13345719519
（朱女士）。

五、相关信息查阅请登录下列网站：www.yhggzy.com.cn
（余杭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浙江恒腾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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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5日，我局对当事人孔令屯涉嫌违
法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进行立案调查，并对涉案如下物
品采取扣押措施：109个纸箱、27公斤精品五花烤肉
串、1000张“精品五花肉串”标贴、7箱竹签、11.35公
斤食用变性淀粉、1.82公斤辣椒红、37袋糯米优黄、32
袋精制岩盐、7.5公斤西湖味精、1袋白砂糖、10000个
空白透明包装袋、0.4公斤瓶味佳厨松肉粉、1.5公斤
黑胡椒粉、2公斤白胡椒粉、1公斤调味香精、0.6公斤
牛肉粉调味料、0.3公斤吉利吉士粉、4袋佳隆香料、5
盒王守义十三香、1台锯骨机、1台切片机。

2015年 9月 21日，我局对当事人许拥政涉嫌销
售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减速器总成产品进行立案调
查，并对8台涉案减速器总成采取扣押措施。

2016年 3月 19日，我局对当事人胡荣才涉嫌无
证无照从事食品及卷烟经营进行立案调查，并对如下

物品采取扣押措施：440包卷烟、10袋南瓜串、37袋肉
串、63袋鸡产品、1箱冰鲜鸡、49袋猪肉产品、9袋羊肉
产品、7袋贡丸、4只冰鲜鸡、25袋豆腐、123袋鱼产品、
14袋虾产品、1箱艾香麻糍、1块肥牛块、9袋牛板筋、3
袋田螺串、4袋鸭腿、4袋水晶包、5袋牛味炒排、3袋窝
窝头、11.48公斤鸭舌、30公斤冻杂碎。

案件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通知上述当事人到农
副物流市场所接受调查处理并认领被扣押的涉案物
品，但当事人均未到场接受调查及认领扣押物品。现
本局公告通知上述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
月内，到农副物流市场监管所接受调查处理，并认领
各自被扣押的物品。

特此公告！
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12月6日

物品认领公告

随着国家新能源政策的陆续落地，节能低耗出行
逐渐成为大众主流意识。上汽大众加速对新能源市
场的战略布局，推出大众品牌在国内首款量产插电式
混合动力 SUV——途观 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和全新
一代帕萨特混合动力版车型。新车汇集大众领先的
新能源技术和出众的产品基因，同时享受国家提供的
各项新能源政策，为既考虑动力性能又兼顾节能环保
的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

新意之选插电式混合动力版亮点多

全新一代帕萨特还提供了两款插电式混合动力
版车型，其混动系统最大功率 155kW，最大扭矩
400Nm，混合动力模式百公里加速7.8s，百公里综合油
耗低至1.4L，综合续航里程可达1043km，拥有先进的
i-boost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实现能量的高效利用。补
贴后售价 24.99万元的混动精英版配置不低，17寸铝
合金轮毂、LED前大灯、3区自动空调、真皮座椅、倒车
影像可以很好地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当然，作为新能源车型，购买全新一代帕萨特插
电式混合动力版可以获得免费新能源牌照、免缴车辆
购置税的优势。

专属设计 悦享新能源身份

前脸部分焕然一新，全新设计的上格栅内镶嵌蓝
色PHEV徽标，全新设计的C字型LED日间行车灯时
尚有型，代表大众未来新能源设计方向。新车侧面线
条流畅修长，两侧前翼子板上增加了凸显身份的
PHEV徽标，特有的低风阻轮毂造型动感炫酷。尾部
型面设计富有三维感，精致的尾部装饰件镶嵌于运动

风格的包围中，丰富了尾部的视觉效果，专属的
PHEV徽标强调了不一样的身份。

为 PHEV车型全新设计的仪表可显示电池续航
里程等专属信息，造型时尚、功能丰富。迎宾踏板、换
挡盖板上均有 PHEV徽标，展现了内饰细节的精致。
全车环境氛围灯均为LED光源，让途观L插电式混合
动力版内饰尊贵不失动感。Panorama全景电动天窗，
玻璃面积达到1.18平方米，为车内驾乘人员提供更为
充分的光线和广阔视野。

混动科技来袭 树新能源安全标杆

途观 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采用由高性能三元锂
电池、高效率一体电动机、智能电控管理系统和
EA211 1.4TSI 高功率发动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
配合DQ400e 6速双离合变速器，综合续航里程高达
862KM，其中纯电续航里程达52KM，最大功率和最大
扭矩分别高达 155kW、400Nm，最高车速可实现
200km/h。依靠电机特性，混合动力在起步加速时便
可以输出强劲扭矩，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8.1秒，而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令人惊叹的1.9L。电池安全方面，上
汽大众执行严苛的德系高等级安全标准，电池系统通

过针刺、火烧等 169项极限安全测试，充分验证了电
池的可靠性。

同时，途观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提供多种驾驶模
式选择，E-mode模式为零油耗的纯电动模式；混合动
力模式兼具出色燃油经济性、优异性能和高续航里
程；蓄电池保持模式可将电池电量维持在设定值，节
省电量，为后续拥堵工况下的纯电行驶提供条件；蓄
电池充电模式可在行驶的同时对高能蓄电池进行充
电，实现“自给自足”；GTE 模式则能让消费者尽情畅
享驾驶快感。

元泽集团十周年庆典恰遇新能源车型
全面开售

在本周末（12月 9日），余杭临平大道 503号的杭
州元泽汽车4S店特举办大“价”光临 全“礼”启城特
卖会活动，预存 199元意向金，活动购车可抵价值
10000元的 10周年庆特权大礼。现场还有十重大礼
恭候大驾，详情可关注“杭州元泽汽车”微信公众号了
解或致电0571-86136999了解详情。

大“价”光临 全“礼”启城特卖会暨上汽大众新能源车全面开售

遗失杨柏金残疾证，号码为33012519460924642042，声
明作废。

“财丰”理财，如意宝 总有一款适合你！
理财非存款 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存定期，购理财，来稠州银行余杭支行——用心首选
定期存款利率 半年：1.82% 一年：2.1% 二年：2.94% 三年：3.85%

10万定期收益 半年：910元 一年：2100元 二年：5880元 三年：11550元

产品详情请参见产品说明书及风险揭示书，并以银行与客户间签订的理财协议及协议书条款内容为准。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行享有对上述产品的解释权。

产品名称

财丰CF180955

财丰CF180956

财丰CF180960
（新客户专属）

财丰CF180962
（感恩专属）

如意YB180323

如意YB180324

期限
（天）

105

193

378

543

168

364

经测算
预期年化收益率

4.40%/4.45%

4.55%/4.60%

4.70%

4.90%

3.8%/3.9%/4.0%/5.0%

4.0%/4.1%/4.2%/5.2%

认购日

2018/12/6至
2018/12/9

2018/12/6
至

2018/12/12

2018/12/6至
2018/12/12

到期日

2019/3/25

2019/6/24

2019/12/26

2020/6/8

2019/5/30

2019/12/12

10万预期收益
（元）

1265

2405

4867

7289

1749

3989

风险
等级

中低
风险

低
风险

产品收益
类型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永和村1.2组各回迁安置户：
永和村1.2组涉及“乔中永和苑”、“良熟新苑（二

期）”分房到户摇号工作于 2018年 12月 11日举行。
根据相关规定，永和村1.2组涉及“乔中永和苑”、“良
熟新苑（二期）”安置资格截止日为2018年12月10日
24时。安置资格截止日后新增人口一律不再安置。
特此通知。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乔司街道办事处
2018年12月6日

通 告

永和村涉及本次分房的各回迁安置户：
根据《“乔中永和苑”及良熟新苑（二期）回迁安

置分房摇号办法》及 2018年 12月 3日杭州市禹航公
证处基本包首套房源摇号结果，已完成了各基本包
的搭配。现将打包结果及散摇房源在永和村办公地
点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3天自2018年12月6日至
2018年12月8日止。各回迁安置户请自行前往村委
进行查看。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乔司街道办事处
2018年12月6日

通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