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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办理登记，现予
公告。如有异议，请于公告发布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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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一
楼，联系电话:86225309）。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应苏娟 受赠人：赖林玉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临城花

苑3幢2单元601室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1月3日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创街 85
号、87号、79号204室、79号201室、79号202室、79
号203室，现买受人刘洁前来我中心申请办理不动
产登记。刘洁原罗马政府颁发的身份证号：
AO5894814, 现 中 华 人 民 身 份 证 号 ：
33030219810117204X，以上号均指向同一人。对
上述情况有异议者，限于公告次日起 15个工作日
之内提出书面异议材料（联系地址：文一西路1500
号 余 杭 组 团 市 民 之 家 ，联 系 电 话 ：
0571-88607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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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3日

征询异议公告

当 事 人：陈高生（余杭区仁和街道平宅村对丰
墩组 15 号五金加工点经营者），身份证号码：
330125197106302615，经营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仁和
街道平宅村对丰墩组15号，本局在对你作出余环罚
[2018]第 5-33号行政处罚一案中，因其它方式又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
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局余环罚
[2018]第5-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决定如下：1、
1、责令当事人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改正违
法行为；2、罚款人民币贰拾贰万捌仟捌佰元整。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后，即视为送达。

请你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
凭我局出具的“一般缴款书”复印件将罚款缴至杭州

市余杭区财政局非税收入结算专户，开户银行：余杭
农村商业银行，账号 201000074431680004001，我局
将凭“一般缴款书”副联开具发票。逾期不缴纳，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
之规定，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你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
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起诉。如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本行
政处罚决定，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日

杭州市余杭区环境保护局公告

一、工程名称：仓前街道永乐村农居点四期、五
期工程

二、招标范围：工程概算28800万元，工期420日
历天，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全部工程

三、报名资格要求：
投标人资质：注册地在余杭区范围内且具有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及以上独立法人企业
建造师资质：建筑工程壹级
四、报名应提交以下资料【所有复印件均需验原

件留复印件且复印件加盖公章】：
①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资质证书原件及复

印件、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②
介绍信原件；③项目承包报名书原件；④建筑专业壹

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⑤拟派建造师无在建工程的
承诺书；⑥报名时交易员必须到场并出示身份证及
交易员证，否则将不予以受理。

五、报名时间、地点：
1、投标报名时间：2019年1月3日至2019年1月

7日，09：00-16：00，逾期不予受理。原已报名单位无
需重新报名。

2、报名地点：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向往街
1008号乐富海邦园18幢101室。

六、招标人：杭州余杭永乐股份经济合作社
联系电话：0571-88610208 联系人：钟佳锋
招标代理公司：耀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1-86320727 联系人：吴晓君

仓前街道永乐村农居点四期、五期工程
第二次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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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铁通余杭支撑中心人才招聘
公司简介：中移铁通有限公司

于2015年9月7日成立，为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在全国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设有分公
司，主营业务为通信技术、信息系统
开发、咨询服务以及建筑工程项目
管理。

招聘职位：移动宽带家庭政企
安装/维护人员

工作地点：余杭区域
薪资待遇：实习期2010元；转正

岗位基础工资+计件薪酬（多劳多

得）+考核奖励+补贴+营销奖励（人
均6000元以上，高峰期过万）

福利待遇：五险一金、节假日礼
品、定期专业技能培训，高于同行业
薪酬

职位描述：负责区块内宽带的
安装和维护

岗位要求：1、吃苦耐劳，敬岗敬
业；2、身体健康，能适应室外作业；
3、略懂电脑网络。

招聘人数：40人（男性）
年龄：18-35周岁

家庭宽带：临平：5人；星桥：3人；
乔司：5人；良渚：7人；老余杭：10人

政企宽带：临平乔司：5人；良渚
老余杭：5人

加入我们：
联系电话
临平：李主管15858198883
星桥：洪主管18357123320
乔司：冯主管15068721761
良渚：胡主管18888958516
老余杭：熊主管15958144148
政企：陈主管13967121259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1月2日—1月3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断片之险途奇宝 12:40 25元

地球最后的夜晚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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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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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电预告
2019-01-04 08:40-16:30 独山 G137线中亚布艺

分线：浙江省杭州余杭区崇贤街道：杭州中亚布艺有限
公司一带；08:40-17:40网琪H785线沙河头分线：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连具塘村沙河头一带；08:
30-17:00方塘开关站月河 9106线胜稼分线：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迎宾路拓宽基建工地、博仁建筑
基建工地一带；08:40-16:40金开H462线变电所侧-金
开H4622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勾庄村
浅港头、勾、勾庄村盛家门、勾庄村董家门、振华工业称
重一带；08:40-16:40 埋桥 H468 线变电所侧-埋桥
H468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小洋坝村
长斗桥、人民印刷厂、信达印务、瀛家风尚、污水站、杭

遗失启事
遗失吴城韬于 2013年 3月 17日签发的身份证，号码
为 330184199701075014，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永太顺电动车配件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号码：13056140，发票代码：3300173320,声明
作废。
遗失杭州青浩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银行开户许
可证一本，核准号为 J3310078283101，声明作废。
遗失钱科叶位于中泰街道清水湾别墅山水苑14幢2单
元 3102 室 房 产 的 契 证 壹 本, 契 证 编 号 为 ：
3301252014019900，声明作废。

通 告
余杭区径山寺周边环境整治项目地块三，地块面积

约7.668亩，位于余杭区径山镇平山村，四至范围是：东至
径山镇平山村; 南至径山镇平山村; 西至径山镇平山村；
北至 径山镇平山村。现经政府批准，该地块拟做经营性
用地挂牌出让。

鉴此，凡该地块内地下各类管线（电力、通信、上下
水、燃气等）的产权单位，在 2019年 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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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 联系电话：13666608303
单位：杭州余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日

丝时装、成悦照明、迪迪照明电子一带；08:40-16:40 厍
头H4772开关-埋桥H4680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良渚街道：思诺特、新美艺、蓝都文化、博骐餐饮、欣园
门业、斌祥电子、郑氏纺织1、郑氏纺织2、郑氏纺织3、
郑氏纺织 4、道同衣业、格劳莱工具一带；08:20-13:
30 燕方G255线陈家洋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
和街道：双陈村计家坝中、双陈村莫家坝南、双陈村莫
家坝北、双陈村莫家坝、双陈村陈家洋、双陈村陈家洋
南、双陈村计家坝东、花园村计家斗西、花园村时家塘、
花园村时家塘北、花园村文施湾、花园村章桥、花园村
章桥南、花园村林介斗、花园村文施湾东、花园村文施
湾北、花园村林介斗、杭州余杭吾富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杭州成达印刷材料有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公路管
理处、杭州市港航管理局一带；08:40-17:30 小山H715
线毛家分线2#杆令克后段：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
街道:溪塔村希望、溪塔村毛家一带；08:40-17:30 紫荆
H873线里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紫荆
村里塘坞、紫荆村外塘坞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861301111

关于调整余杭区临平城区货运机动车限行管理措施的通告
为加强余杭区临平城区道路交通管理，确保道

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经余杭区人民政府
批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从2019年1月6日
起，对余杭区临平城区货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进行
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限行范围
320国道、星光街、临东路、东湖路、望梅路、临

丁路、星都路、星发街等道路围合区域内的所有道
路。

其中，320国道、望梅路（320国道至迎宾路）不

限行；星光街、临东路、东湖路、临丁路、星都路、星
发街限行。

二、限行时间
全天24小时。
三、限行车辆
1、大、中型（黄色号牌）货运机动车（含专项作

业车）；
2、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包括运输对人体、设施、

环境具有危害的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
质化学品的载货汽车；

3、各类拖拉机及农用轮式机械车、低速载货汽

车；
4、道路限行禁令标志标明的车型与上述限行

规定不一致的，按照禁令标志指示通行。
四、其他事项
确因生产、生活等需要进入限行区域内行驶

的，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可按指定时间、
线路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有关规定，
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

特此通告。
余杭区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