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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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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2月7日— 9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惊涛飓浪 12:40 25元

无敌破坏王2 3D 14:20 25元

海王 3D 18:40 30元

停电预告
2018-12-09 08:20-17:00贤街G124线贤街G1242

开关-崇杭开关站贤街G124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
贤街道：前村社区邮电所、前村社区菜场、前村社区交
行、前村社区教工宿舍、崇贤村黄家门、崇贤黄家门东、
崇贤村南坝桥、崇贤村南元角、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区分公司（崇贤邮电所）一带;08:20-17:00崇
镇G133线崇镇G1332开关-民崇G13010开关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前村街道陆家桥农居点、前村街
道莲花公寓、陆家桥村委农居点西、陆家桥村委农居
点、杭州余杭崇贤城建发展有限公司（星海路与崇杭街
交叉口路灯）、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崇贤街道办事处
（办公大楼）、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崇贤街道办事处
（向阳村村委路灯1）、陆家桥幼儿园、杭州市余杭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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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遗失董伟英援助证，证号：1111010275，声明作废。
遗失李连珍残疾证，号码为 33012519601004594744，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径山镇周立强建材商行银行开户许
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61611801，声明作废。
杭州众赢纺织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余杭区余杭街道周贞丽装修工程队开户许
可证一本，开户银行：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余杭支行，账号：201000156554563核准号
为 J3310078964401，声明作废。

关于郁宅路等3条道路开通的通告
经建设单位申报，郁宅路等3条道路已符合通车

要求，将于近期开通运行。为确保开通后的道路交
通有序、安全和畅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良渚新城郁宅路（杭行路—锦江路）、杭州未来
科技城文昌路（西段 0+000-0+240，东段 0+000-0+
470）、临平新城文闲街（原七号南路）（新丰路-迎宾
路）于2018年12月10日开通。

请过往机动车驾驶人注意交通信号灯及标志、
标线提示，并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12月8日

职场信息职场信息

2019年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1月份综合招聘会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人力资源交流平台，让
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场所，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定于2019年1月11日上午8：40—
11：30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1号区人力资源市场3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
职者到现场招聘和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极报名。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杭州就业网的会员单位可直接网上报
名；目前还不是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请登陆http://hzjob.zjhz.hrss.gov.cn/hzjob/ 自助注册会员，会员开通
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聘信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会的招工简章自带，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120CM *高90CM（横
版KT板）。招聘广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内容表述清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杭州偕行科技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偕行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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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杭州宅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公告
杭州宅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注销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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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杭州余杭乔司街道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余杭乔司街道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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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

110kV大潘1701线潘板1702线
施工期间径山黄湖鸬鸟百丈区域有

序用电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为了更好的优化余杭西部电网结构，提高该区域
供电可靠性，经过前期各方共同努力，施工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计划12月12日至12月18日实施，如遇到
大雨或其他恶劣天气及外部不可控因素，可能会造成
施工时间的延期。施工期间径山镇、黄湖镇、鸬鸟镇、
百丈镇四个乡镇需限负荷37.5MW。根据测算，各类
生产施工作业用电、工商业企业及各小工业作坊需要
在此期间暂停生产，各民宿的用电地暖设备需要关停
确保让电于民，极端情况下可能是涉及线路停电，请
做好停电应急准备，感谢各位的理解支持。

余杭区有序用电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
国网浙江杭州市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8日

民政府崇贤街道办事处路（向阳村村委路灯2）、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30111

2
计划：
2018-12-14 08:20-16:30 黄家G387线西宅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洛阳村西宅一带；09:
00-15:00 兴中G822线-南兴G82223开关后段：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赵家坝新区北、运河章家河
罗梗坝5号、运河章家河罗梗坝6号、亭趾和合坝（一）、
纳雅服饰厂、程业纺织厂、桂宏丝绸厂、杭州洋迅玻璃
机械有限公司（前锋纺织厂）、高生丝绸厂、约拿摩擦材
料厂（宝森丝绸）、方星公司、前锋排涝（章家河村）、罗
梗坝南埭、章家河罗梗坝西3号、章家河罗梗坝西2号、
章家河村委2号、章家河村委（东）一带。

2018-12-15 08:00-17:00 地平 G967 线 -地平
G9671开关，地平G9673开关之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运河街道:螺蛳桥村农居点、东新村农居点、杭州市余
杭区博陆小学一带；08:00-17:00 博镇 G962线-博镇
G9621开关，博镇G9623开关之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运河街道：螺蛳桥 2组、螺蛳桥渔种场、螺蛳桥渔种场
（二）、蝉源纺织品厂、道家圩村、生泰养殖公司、螺蛳桥
江水湾、杭州老板电器有限公司、艺新制纤、红星四组、
螺蛳桥3组、博陆小学一带。

2018-12-17 08:40-16:40 缸桥H732线青学开关
站文卫路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
文卫路、闲林职高一带；08:40-15:40 吴灵H654线姚家
营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吴山前村毛家
桥、姚家营、林家头一带；08:30-16:00 佳利制冷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佳利制冷机公司、瓶窑社
区山湾一带；08:30-17:00 塘口G985线G9851开关至星
星G075线G075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
宏力管道公司、联升行箱包公司、西子船舶厂、挥宏包
装厂、星星化工厂、高翔包装厂、万豪布艺公司、保时捷
服饰厂、杭州雷恩机械厂、群力电气公司、鑫特带钢公
司、喜多见皮制品厂、辰轩纺织品公司、欧诺家居用品
公司、黄鹤山居小区、南星村 1组一带；08:30-17:00 佛
日G081线G0812开关至岛佛G07430开关：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星桥街道：丰泽建设基建工地、中建八局汤家
基建工地、中国移动基站、振华用品厂、宣杭铁路镜子
山隧道基建工地一带；09:10-14:30 东和开关站 I段洛
阳G336线闸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
仁和镇人民政府（华士桥北史家角闸站）一带；08:
40-13:30 白龙H859线白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余杭街道:永安村渔具厂、永安村白龙机埠、永安村八亩
滩、永安村钱家、杭州钱庄食品有限公司、永安村高地、
永安村落塘埠、永安村大连畈、永安村周家厂、永安村
下木桥、杭州淘知禾农业有限公司、永安村王家庙、永
安村王家庙排涝机埠一带；08:40-17:30 白龙H859线
蚕牧场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永安村永
建十二组一带。

2018-12-18 08:40-17:40 吴山H795线俞家牌头
东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吴山前杜家桥
西、杜家桥东、俞家牌头、曹家村、金稼农业一带；07:
20-11:20 王位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三
叶青农业公司、三园茶业公司、王位山茶叶园区公司、
王位山茶叶园区公司、王位山村余王位山、王位山村德
王位山一带；08:30-15:00 科稼开关站桕蓬G9134线方
塘埠路路灯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方
塘埠路路灯一带；08:30-17:00 风清环网站交通G106
线保健路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
邱山小区、保健北路路灯一带；石大G919线大井6组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雄才实业公司、大
井村6组一带；07:40-17:40 九年H372线保欣置业基建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保欣置业公司一

带；08:30-15:30 万利开关站 II段结网G079线万小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重大基础建设小林
路灯变、结网村六组、中宏路桥建设（1号基建变）、中宏
路桥建设(3号基建变)、小林电管站、杭州余杭小林织锦
厂、利春化纤厂、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博大建设）、
结网 3组、小林中心小学、杭州市余杭区交通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小林邮电所、轻工机械厂、结网村菜场变
（二）、结网村菜场变（一）、杭州嘉润临平供销社、结网
张车桥、建筑队（恒宇绝缘）、瑞丰玻璃有限公司一带；
08:30-16:30 东横开关站 I段红卫G801线东陈分线：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小林喷塑厂、陈家木桥村
五组、方顺服装厂、抗旱（翻水站）、红旗、河道建设管理
中心陈家木桥闸站、好你生物有限公司、横山一级引水
站一带；08:20-17:00 树西G262线树西G2622开关-树
西G2624开关-树西2629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
和街道：栅庄桥村滩坝头排涝、栅庄桥村滩坝头、栅庄
桥村南坝头、栅庄桥村木克桥、栅庄桥村车前、栅庄桥
村南坝、栅庄桥村河口塘、栅庄桥村桥头、杭州余杭瑞
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尚祖家居有限公司、杭州余
杭水务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恒力混凝土有限公司、杭州
风长花色纱线有限公司、杭州科杰居室纺织有限公司
一带；08:20-17:00 永立G270线永立G2702开关-永立
G2703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九龙村缪
家里、九龙村烘荡漾东、九龙村李家桥、九龙村烘荡漾、
九龙村丁家门、九龙村骆家斗一带；08:40-15:30 宝地
H609线（宝地H6092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余杭街道:环境卫生管理站、杭州保孚汽车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杭州伊莱阁家饰有限公司、杭州凯超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港郦置业基建工地、星达置业基建工地、金
沙公寓小区、余杭街道办事处、宝塔村一组、凤凰小学
城东校区、杭州余杭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欣龙华府
小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杭州市盐业有限公司余杭分
公司、东轩酒楼、杭州中油石油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市余杭区国家税务局余杭税务分局、瑞鸿置业基
建工地、苕溪幼儿园、杭州久久超市有限公司、金斯敦
酒店、宝塔村月荷池一带。

2018-12-19 09:00-17:00 风景 6#站晨园 G617线
风景晨园 11#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
道：风景晨园小区一带；08:30-16:30 万利开关站 II段
结网G079线教育资产基建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东湖街道：杭州市余杭区教育资产营运管理中心1号基
建变、杭州市余杭区教育资产营运管理中心 2号基建
变、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号基建变）、金运
房产1号基建变、金运房产2号基建变、金运房产3号基
建变、金运房产4号基建变、金运房产5号基建变、金运
房产6号基建变、金实房产1号基建变、金实房产2号基
建变、金实房产3号基建变、金实房产4号基建变、金实
房产 5号基建变、金实房产 6号基建变一带；万利开关
站 II段桥利G0792线-桥利G07921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东湖街道：结网村五组一带；08:30-14:30 东横
开关站 I段红卫G801线下祥河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东湖街道：品冠家具厂、欧伦电气厂、庄里村经联
社、争欧金属导电材料厂(欧伦电气）、舜邦户外用品有
限公司、方汇建筑基建变、杭正电子有限公司、中启橱
柜厂、溢佳制衣厂、杰西嘉机械厂、古歌实业有限公司、
瑞丰玻璃厂、秀美窗帘厂、星宇链业有限公司、陈家木
桥村下祥河、陈家木桥村一组、浙泰电气有限公司、倍

仕得有限公司、长冠实业有限公司、鹏飞包装厂、超路
纺织厂、伟富毛绒纺织厂（宇森植绒布）、杭州伟富厂、
公安局服务保障中心一带；08:20-16:30 宏水G244线
莫家桥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莫家桥村斗
里、莫家桥村斗外、莫家桥村自变、莫家桥村宏伟大队、
莫家桥村易家坝、莫家桥村斗湾、莫家桥村湾里池、杭
州余杭区塘栖车家埭荣春机械配件加工厂、杭州三桩
缫丝机械有限公司、杭州丽居木业有限公司、塘栖镇人
民政府(宏畔东塘排涝)、杭州余加纺织有限公司、杭州
嘉鹏钢带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
区分公司、杭州百友时装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塘栖
镇第二幼儿园、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宏畔中心小学、杭
州贵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一带；08:40-16:30 四维G849
线申华码头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四维
村金家斗北、四维村张家塘、四维村码头、上海力行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公路管理处(金港
路路灯)、杭州西联物流有限公司、杭州欣达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杭州申华混凝土有限公司、杭州余杭爱松金属
加工有限公司、杭州东港物流有限公司、杭州天印物资
有限公司、杭州鼎源建材有限公司一带；08:40-15:30
紫荆H873线汇雅腾进线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
泰街道:杭州汇雅腾鞋业有限公司；08:40-17:30 宝
地H609线余杭农民多层公寓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余杭街道:金星村农民多层公寓基建工地。

2018-12-20 08:40-15:40 泉北H781线虾脚开关
站虾塘分支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亚
太化工厂、羽丰居室厂、仓前所用变一带；08:30-17:00
庙港变永西G915线-永西G9152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乔司街道：永西村2组、移动三鑫基站一带；庙港
变共和G911线-乔中开关站共和G911线：浙江省杭州
市余杭区乔司街道：永鹏服装辅料厂、永西村2组一带；
07:40-17:40 陆工H3642开关-东庄H3740开关：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协帮电子柜、斯恺家俱、德
强金属、大陆钢窗厂建设、七贤桥村大雄湾、开源图文、
浙江工业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麦迪制冷、金博工
具、麦迪制冷 2、郎桥排涝、七贤桥村毛家洋、毛家洋排
涝、七贤桥村九曲桥一带；08:20-16:30柴家 G150 线西
公分线 32#杆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
柴家坞村柏树湾、柴家坞村钱家角机埠、柴家坞村西
公、柴家坞村河北一带；08:40-13:30 泰峰H883线 54#
杆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杭州超德
斯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力盾混凝土外加剂有限公司、泰
峰村同和亭、杭州余杭金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常
合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杭州热电工程有限公司、杭州余
杭勤奋纸箱厂、泰峰村袁家头、泰峰村南涧一带；08:
40-17:30 泰峰H883线 83#杆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
余杭区中泰街道:泰峰村礼堂、泰峰村老乡公所、泰峰村
马家、泰峰村思古山、泰峰村留思、泰峰村姚家、泰峰村
李家、杭州同绿实业有限公司、泰峰村留家村、泰峰村
紫荆山、泰峰村徐家庄一带。

2018-12-21 08:40-17:40 缸桥H732线青学开关
站方家山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方家山
公园、花园街、盛雅公寓、石灰弄、石灰弄泵站、大圃艺
农业、钱潮宿舍、公交集团一带；07:20-15:20 绿景村汗
岭 2号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利川生
态农业开发公司、静家装饰公司、绿景村汗岭2号一带；
七里排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漕桥村(祝家

斗1排涝)、农林集团(祝家斗排涝）、径山镇政府(排涝)一
带；08:30-17:00 名都G614线天地园林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天地园林红联景观灯、中铁十八
局东湖快速路基建工地一带；08:30-16:30 天好开关站
II段好公G8881线-南公开关站 II段好公G8881线；南
公开关站 II段公年 G8882线-柏年开关站 II段公年
G8882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杭州市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浙江万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昌
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亿万工具有限公司、逗哈科
技（杭州）有限公司、杭州梦工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1#、
杭州梦工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2#、杭州铜天实业有限
公司、同方环境（浙江）有限公司 、杭州远顺置业有限
公司厂一带；08:30-15:30 环桥开关站 II段桥北 G9922
线-隧北开关站 II段桥北G9922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东湖街道：中国移动余杭分公司（移动上环桥基
站）、车管所、星光农居点 1#、星光农居点 2#、星光农居
点 3#、星光农居点 4#、星光农居点 5#一带；08:30-16:
30 培德开关站 II段德发G8841线-蓬发开关站 II段德
发G8841线；蓬发开关站 II段活发G2814线-生活开关
站 II段活发G2814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
杭州钱江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杭州市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建设管理中心、浙江科
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鸿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厚力德
机器(杭州)有限公司、杭州西太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余杭供电局一带；08:20-17:00 三白G371线三白G3712
开关-三白G3714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
道：东塘村隔河、东塘村黄介墩、东塘村隔河北、东塘村
长河港、东塘村塘家墩、东塘村郭介墩、东塘村薛家峰、
渔公桥村渔公桥南、渔公桥村东杨家斗、渔公桥村西杨
家斗、洛阳村丁桥头、洛阳村新家塘、杭州余杭永强五
金制造厂一带。

2018-12-22 08:40-16:30 姚家G212线广济变-姚
家G212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界河村
西界河大队、杭州中力钢网制品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水
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塘栖B泵站）、杭州余杭城市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一带；塘南G210线广济变-塘南G2100开
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西界河村农居点、西
界河村北石、李家桥村马家埭一带。

2018-12-23 08:30-16:30 东横开关站 II 段红卫
G801线胜利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万陈
村居民委员会、川田卫生用品厂、杭州余杭经济开发建
设有限公司(北缘路路灯变)、溶剂厂（成长仓储）、管山
苗圃、陈家木桥村3组、巴斯伏精细化工、陈家木桥4组
2＃、中杰杰鼎实业有限公司、键拓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1#、2#、巴斯伏纺织品厂、豪欣胶带厂、陈家木桥村 3组
2#、白马坑公变（屯里14组）、屯里村制砖车间一带。

取消：
2018-12-13 08:40-15:30 宝 地 H609 线（宝 地

H6092开关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环境
卫生管理站、杭州保孚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伊
莱阁家饰有限公司、杭州凯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港郦
置业基建工地、星达置业基建工地、金沙公寓小区、余
杭街道办事处、宝塔村一组、凤凰小学城东校区、杭州
余杭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欣龙华府小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杭州市盐业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东轩酒
楼、杭州中油石油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
国家税务局余杭税务分局、瑞鸿置业基建工地、苕溪幼
儿园、杭州久久超市有限公司、金斯敦酒店、宝塔村月
荷池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电话：86130111

停 电 预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