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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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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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5-17 08:20-14:20 文康开关站 I 段向阳

G126线勾家浜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
向阳村卧龙浜南、向阳村向康小区、向阳村官家浜、杭
州广怀土石方有限公司、杭州鑫贤置业有限公司、杭
州手表有限公司、小林金刚石刀具(杭州)有限公司、杭
州恒纺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一带；08:20-17:00 奉水
G273线九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九
龙村九龙一带；08:20-16:30云和环网站 II段和鼎分线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街道：浙江银杏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仁和街道办事处、杭
州永洁达净化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余杭金鹰自行车配
件有限公司、杭州曙光布艺织造有限公司、杭州益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带；08:40-15:40丰车H820线
毛家桥分线14+1号杆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
街道：华丰村毛家桥、华丰路建设工地、翡翠城二期建
设工地及工棚一带；08:40-15:40玫溪H822线茹家埭
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华丰村茹家埭一
带；08:40-16:40渚正H41011开关-渚正H41012开关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荀梓幼儿园、和顺服
装、良塘公路、新思路金属、茅庵村、邮局、卫生院(备
供）一带；08:40-13:40农校H4131开关-农校H4132
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良渚镇政府、荀
山庙、良电 3、集镇 2、集镇 1、良渚营业所、莫金忠、苏
宁电器、良渚街道二、众旺实业1、众旺实业2、花苑新
村、花苑新村2一带；08:40-16:30仇加H713线百汇环
网站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百汇广场、
尹家坝一带；08:40-13:40杨新开关站杜城H411线杨
家塘2公变分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杜城
村杨家塘2一带；08:40-16:40渚正H41011开关-渚正
H41012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荀梓幼
儿园、和顺服装、良塘公路、新思路金属、茅庵村、邮
局、卫生院(备供）一带；08:40-13:40 农校 H4131 开
关-农校H4132开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
良渚镇政府、荀山庙、良电3、集镇2、集镇1、良渚营业
所、莫金忠、苏宁电器、良渚街道二、众旺实业公司、花
苑新村、花苑新村2一带；

计划：
2019-05-22 08:40-13:40振华日化玻璃分线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长命加油站。
2019-05-23 08:20-17:00南车G842线里海头分

线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北庄村里海头一
带。

取消：
2019-05-22 08:40-13:40振华日化玻璃分线浙

商务信息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5月13日 - 5月17日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一个母亲的复仇 18:40 30元

进京城 12:40 25元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振华日化玻璃公司、沈金
仙三渣拌和厂一带。

余杭区供电有限公司 86130111

公 告

遗失启示
杭州展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
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市余杭区凯浠教育培训中心的 2008版增值
税普通发票，发票号码：04331449-04331456，发票代
码：3300162320,声明作废。
遗 失 洪 建 华 税 收 缴 款 书 发 票 ，号 码 ：
333011190200059634,声明作废。
遗失杭州陕老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91330110MA2CDRQR2Q，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18年 08月 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年 5月 30日下午 2点在

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南大街265号市民之家3楼杭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余杭分中心四号开标室举行拍卖
会（项目编号：YCQ-2019-020）。

一、拍卖标的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五星村：
1、7组 101号 1-2层厂房租赁使用权，租期：2019

年 6月 1日至 2022年 5月 30日，建筑面积约 2588㎡，
第一年租金起拍价661234元，产业要求：服装类电脑
印花加工销售企业。

2、15组 99号 1幢 202室厂房租赁使用权，租期：
2019年6月1日至2028年1月31日，建筑面积约1353
㎡，第一年租金起拍价375322元，每三年较上年度租
金递增5%。产业要求：食品生产加工和仓储企业。

每个标的保证金均为10万元。竞买人必须为杭
州市内工商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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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原件、如委托的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原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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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并提交《报名登记表》，保
证金须确保在 2019年 5月 29日 15时前到达指定帐
户。

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 5月 29日 16时
（双休日除外）。

三、拍卖公司咨询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中都
大厦 6 层 601 号 -西，联系电话：0571-89026882、
13023638072

四、相关信息查阅请点击：www.yhggzy.com.cn（杭
州市余杭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杭州永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16日

通 告
余杭区崇贤新城向阳B-8地块，位于杭州市

余杭区崇贤街道向阳村，四至范围：东至卧龙浜
路；南至崇杭街；西至崇康路；北至前村街。现经
余杭区人民政府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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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1日前到杭州余杭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综合部
登记，逾期视同无主废弃管线处理。

联系人：张国祥
联系电话: 89271187

单位：杭州余杭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坐落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众安理想湾

15幢 1单元 504室，现买受人洪彪炳（身份证号码
310101198606181012）前来我中心申请办理不动产
登记。2018年 9月 13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判
决洪彪炳与李唯离婚，判决文书（2018）沪 0101民
初 11829号，洪彪炳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未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承诺此判决文书即为
终审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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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号市民之家一楼，联系电话:
0571-86225309）。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按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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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公
告次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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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1-86225309）。逾期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
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沈雪凤
受赠人：陈寅、王冬、陈飞、陈诚
不动产坐落：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崇超

路52号54号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5月16日

征询异议公告
兹有坐落于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溢绿苑

22幢 1单元 302室，现买受人胡扶农前来我中心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现胡扶农身份证号：
330723197101194133，结婚证上证件号南字第
10061265，身份证与结婚证实为同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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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区临平南大街
265 号 市 民 之 家 一 楼 ，联 系 电 话:
0571-86225309）。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按规定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5月16日

杭州豪平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豪平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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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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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科技金融生态圈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服务再升级
5月14日，浦发银行科技金融服务再升

级，正式对外发布科技金融服务 2.0版本，
这是浦发银行对科技金融生态圈服务模式
进行的全面深化。浦发银行通过“万户工
程、产品迭代、平台赋能”，为企业提供定制
化、综合化的科技金融服务。

多方联动 深耕科技金融生态圈
浦发银行自 2017年 11月推出业内首

个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以来，经过一年多的
实践，不断深化以“批量获客、投贷联动、以
大带小”为核心的科技金融生态圈服务模
式。截至 2018年末，浦发银行科技型企业
客户超过 3万户，较 2016年户数翻一翻，科
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1500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50%；科技型企业投贷联动客户数
逾 500户，签署战略合作基金近百家，基金

托管数量逾550家。
同时，浦发银行依托专业化科技金融

经营体系，形成全行科技金融服务网络。
在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西安等6家
分行设立总行级科技金融中心；确定了杭
州、苏州、南京、武汉、长沙、青岛、长春等 7
家科技金融重点分行；建立8家科技支行和
35家科技特色支行。

浦发银行通过打造线上科技金融服务
平台、建设线下科技金融专家库、开展项目
评荐会、推进浦发硅谷银行贷贷联动等，不
断提高科创领域投融资对接成功率。目
前，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已储备超过3万户科
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可在线一键发布融
资需求，平台利用大数据算法智能化地进
行企业融资需求与投资人的匹配，帮助企
业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对接，提高对接的

效率和精准度。

创新思维 科技金融服务持续深化
为进一步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全

面支持和配合科创板的设立，浦发银行对
科技金融服务方案进行全方位升级，推出
浦发银行科技金融服务 2.0，进一步深化科
技金融服务1.0服务优势，2.0更聚焦科创板
客户的培育，服务内容更全面，更契合科技
型企业的金融需求。

首先，全新推出万户工程客户培育
库。对标科创板上市企业标准，结合科技
型企业成长特点，万户工程客户培育分为
初创期、成长期、Pre-科创板阶段，浦发银行
直击不同成长阶段的客户痛点需求，打造
专属拳头产品。针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推
出“A轮融资贷”、“科技保险贷”；针对成长

期企业，创新推出“投资过桥贷”；针对 Pre
科创板阶段企业，创新推出“小巨人信用
贷”。

其次，全线升级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对
通用类科技金融产品迭代优化。一是新推

“科技阶梯贷”业务，本着双方长期合作共
赢的目标，对科技型企业发展初期提供扶
持；二是优化贷款利率前低后高定价方式，
根据约定比例，当科技型企业发展达到触
发条件时，再收取对应利息，降低科技创新
企业发展初期融资成本。

最后，全面赋能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一
是从单向赋能到双向赋能，投资机构库全新
升级，连接上百家市场化优秀投资机构，帮
助科技型企业筛选投资金额、地区、轮次、股
权比例等投资机构偏好指标，更加高效地对
接顶尖投资人；二是打造科技金融动态全景

图，以数字化手段全面展现科技金融经营的
实时数据，包括各项业务数据、全国各中心
经营数据、科技项目概况、产品加载情况、股
权融资进度、基金投资偏好、投资案例、精品
项目等逾百个数据维度。

此次科技金融服务 2.0发布会上，浦发
银行与太平洋保险、同创伟业、创东方、上
海科技创投、赛领资本等知名机构分别签
署了合作协议，必将进一步拓展科技金融
领域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更好地
服务科技型企业。

未来，浦发银行将继续坚持深耕科技
金融沃土，努力探索科技金融新思路、新方
法，以“数字化”、“集约化”为抓手，不断丰
富科技金融生态，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
能力，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为我国早日迈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做出更大的贡献。

受委托，定于 2019年 5月 25日上午 10时在塘栖
镇塘汇路40号2楼公开举行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及起拍价：
塘栖镇张家墩路自产自销区块14个水果摊位使

用权整体拍租，租赁期限为 3年，起拍价为 5.04万元/
年。竞买保证金1万元整。

注：具体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为准。
二、竞买资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

然人或其他组织均可参加（有过违约行为的单位或个
人除外）；竞买人只可单独申请，不可联合申请。

三、展示：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图片展示（联
系：张女士 15868825588）。

四、有意竞买人须在 2019年 5月 24日 16时前向

指定帐户（户名：浙江博源拍卖有限公司，帐号：
1202053809900030552，开户行：工行浙江省杭州东湖
支行）交纳保证金后，凭银行回单，携带有效的身份证
等相关证照原件、复印件到塘栖镇市南安置房 40-2
幢 17号商铺办理报名登记手续（委托他人的须提供
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原件）。保证金不计息
（其中交款人与竞买人须一致,买受人即房屋合同签
订人，不得变更。）

五、联系方式：
浙江博源拍卖有限公司
张女士 15868825588 何先生 13732230368

浙江博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6日

拍卖公告

杭州小湾里竹制品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
杭州小湾里竹制品专业合作社注销清算公告：本

合作社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合作社，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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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作社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 2019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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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西路1500号未来科技
城行政服务中心余杭不动产窗口，联系电话：
0571-88607316）。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
成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赠与人：张施铭 受赠人：张国良
不动产坐落 ：余杭区五常街道西溪风情花园

悦宫苑40幢40-1室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余杭分局

2019年5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