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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临土资告字〔2018〕104 号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 《关于建立和
（浙土资发[2002]27 号）
健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的通知》
序号
1
2
3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浙江青山湖科研创新
基地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青山湖科研创新
基地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临安区城市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青山湖街道雅
雅观安置小区
行政划拨
观村
青山湖街道雅 青山湖科技城道路、
景观改 行政划拨
观村、横畈林场 造及基础设施提升等工程
锦城街道新溪 抗灾抢险应急物资储备库
行政划拨
桥村
（城市养护物资库）

上述地块的公示时间为 10 天，如有单位或个人对
上述公示的内容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具名形式
反馈给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并注明
联系方式，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照相关

遗
失
公
告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用
2002 第 07098 号，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5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5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3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4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1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3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4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2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2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通

告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新时代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进一步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再次向社会公布举
报电话，欢迎社会各界向教育局反
映我区教育系统的师德师风问题和
提出意见建议。举报电话：
63805979,63712009。
杭州市临安区教育局
2018 年 12 月 5 日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长期以来，广
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
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
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新
时代对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进一步
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规范职业行为，明确师德底线，
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

停电通知 2018 年 12 月 6 日
时间

线路名称

46570
19461

临土资籍告字[2018]第 36 号

备注

城镇住宅 2018 年度批而未供
用地
土地专项消化
公园与绿 2018 年度批而未供
地
土地专项消化
公用设施
用地

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并办理行政划拨手续。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026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8 年 12 月 6 日

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特制定以下准则。
一、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
不得在教育教学
彻党的教育方针；
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
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自觉爱国守法。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宪法原则，遵守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
会公序良俗。
三、传播优秀文化。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不得通过课堂、论坛、
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转
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
不良信息。
四、潜心教书育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律和学
教学相长；
生成长规律，因材施教，
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学，或擅

开拓红豆杉加工蓝海
检修日期

84540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1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9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30 号，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7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9 号，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10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8 号，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8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7 号，声明作废。
临安青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横畈镇庆
北街 4（6 幢整幢）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
房权证横畈字第 201100026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杭州豆杉红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红豆杉种
植、红豆杉生活用品的研制、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
公司拥有红豆杉用品的国家发明专利四个，新型实用专
利 9 个，公司所生产的原材料到制成的用品，经上海疾
控中心产品毒性质量监督检验站、浙江省纺织测试研究
院、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等六家权威机构检测，公司所
涉及到财税、工商、公安、法律手续规范。由浙江省 AA
成千上万枝人工种植红豆杉的原材
红豆杉农业合作社，
料作坚强后盾。
公司目前有红豆杉系列生活用品：红豆杉硅胶枕、
红豆杉竹凉席，特别近期研制了红豆杉乳胶床垫。公司
的发明人是一位退休老人，也是一位中风后的残疾人，
四年前，就有了把包含了红豆杉的树根、树叶的配方压
制在乳胶床垫里的心愿。最近，他拖着病弱的身体，五
上扬州、上虞，与乳胶企业反复实践，大胆创新，采用精
细微、清香、缓释之
湛的工艺，集独特的具有特长、均衡、
功能的优质、新型床垫投入市场。
临安是一个有着红豆杉种植、生长良好底蕴的地
方，大片红豆杉种起来了，采它的树叶、取它的树根，以

关于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杭电路 266 号
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公告

文件精神，经用地意向者申请，下列单位用地拟以行政
划拨方式供地，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20 幢 103 房屋
所有权 证 ，证号 ：临房 权 证锦 北 字 第
201100377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18 幢 103 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 ：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100528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20 幢 104 房屋
所有权证，证号 ：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100378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12 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46 号，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10 房屋所

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作的兼
职兼薪行为。
五、关心爱护学生。严慈相济，
诲人不倦，
真心关爱学生，严格要求
学生，做学生良师益友；不得歧视、
侮辱学生，
严禁虐待、伤害学生。
六、加强安全防范。增强安全
意识，加强安全教育，保护学生安
全，防范事故风险；不得在教育教学
活动中遇突发事件、面临危险时，不
顾学生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
七、坚持言行雅正。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
举止文明，作风正派，自
重自爱；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
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
扰行为。
八、秉持公平诚信。坚持原则，
处事公道，
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不
推优、保送及绩效
得在招生、
考试、
考核、岗位聘用、
职称评聘、
评优评
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
弄虚作假。
九、坚守廉洁自律。严于律己，
清廉从教；
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
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
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不得

土地使用者：浙江青山湖科研创新基地投资有限
公司，土地座落：青山湖街道胜联村（杭州市临安区青
山 湖 街 道 杭 电 路 266 号 ）， 地 号 ：
330185008200GB01066w00000000，工程项目已竣工，地
上房产总建筑面积 1000.76 平方米。根据开发者的申
请，经审核，现将该宗建设用地使用权复核验收方案公
布如下：申请复核验收面积 3362.0 平方米，用途为公路
用地。若对此公告内容有异议的，请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44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11 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45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06 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40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02 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201200336 号，
声明作废。
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锦
北街道广业金禾嘉园遗失 4 幢 103 房屋所
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北字第

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教辅材料、社
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
十、
规范从教行为。勤勉敬业，
乐于奉献，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不得
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为校外培训
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
息。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长期以来，广
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
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
展和民族振兴作出了重大贡献。新
时代对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为进一步
增强教师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规范职业行为，
明确师德底线，
引导广大教师努力成为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的好老师，着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特制定以下准则。

废为宝，打开富裕之门，是成千上万户树农的心愿。尤其
是临安供人们休闲、娱乐的空间宽广，大批追求高品质
生活的杭州人、上海人云集，所以宣传红豆杉，展示红豆
杉的精品，拉近人与红豆杉的距离，在临安有着得天独
厚的优势。为此，公司决定参与临安的特色建设，创新临
安的养生、土特产品牌，
到临安寻找临安的公司、临安人
合作，希望有市场拓展、销售方面的专长，拥有一定的场
地，有责任心、有能力的人当面洽谈。

携手共创辉煌市场

“杭州办事服务”APP

“临安办事一点通”
微信小程序

电力服务热线：95598 电监会监督电话:12398
停电范围

停春天 V372 线花园分线玲珑
08:3012 月 12 日 14:30
花园开闭所渔人码头公变支线 玲珑村[渔人码头]公变,临安市龙庭酒店,临安盛武肥牛火锅店
开关
临安市广播电视局,杭州西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基建变,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临
安铭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汇锦华庭北区 2# 变,汇锦华庭南一区 1＃ 变,汇锦华庭南二区
1＃ 变,临天六弄公变,临安市无线电配厂,土管局公变,气象局 2# 公变,气象局 3# 公变,气象局
4# 公变,水建公寓公变,滨江公寓 1＃ 变,滨江公寓 2＃ 变,苕溪电站,茶机厂公变,锦江公寓 1#
公变,锦江公寓 2# 公变,锦江公寓 3# 公变,杭州市临安区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2 月 12 日

07:30解百 V216 线 1# 杆 2161 开关
17:30

12 月 12 日

07:30- 停临天 V644 线 1# 杆 6441 开 玲珑所公变,恒晟逸家 1# 公变,气象局 1# 公变,金宝商住楼公变,气象局 5＃ 公变,杭州天目山
17:30
关至 24# 杆 6443 开关之间
制药有限公司宿舍公变

停 钱 王 V326 线 30# 杆 3263
吕家弄 2＃ 公变,玫瑰苑公变,吕家弄公变
开关
停春天 V372 线春天站丰润置
临安丰润置业有限公司
业分线开关
马溪青年路,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10Kv 竹林后畈 3# 公变,丰泽苑 1#,丰泽苑
07:30- 停党校 V105 线 1# 杆 1051 开
12 月 13 日
2#,手表元件厂公变,竹林后畈公变,竹林村[临天桥]公变,马溪村[二中]公变,临安市体育学校,临
18:30
关 --22# 杆 1054 开关之间
安市技工学校,杭州临安城市园林有限公司,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基建变

拍
卖
︵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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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17:30
08:3012 月 13 日
15:30
12 月 12 日

07:30- 停苕溪 V107 线 1# 杆 1071 开
临安市供电局【电力培训中心】,杭州杭临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18:30
关 --22# 杆 1074 开关之间

07:30- 衣锦 V113 线图钱 1133 线图书 国贸大厦公变,国饭公变,广场路公变,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临安分公司,临安市国贸大厦有限
12 月 14 日
公司,临安市糖酒副食品有限公司,临安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临安广远家电有限公司,杭州宏晟
17:30
站 1133 开关改检修
实业有限公司临安宾馆
12 月 14 日

07:30- 府前 V360 线南陵 3603 线陵园
新天地 1# 公变,临安市钱王超市有限公司 5#,浙江万马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3#
17:30
站 3604 开关改检修

07:30- 环 山 V106 线 16# 杆 1064 开 小商品市场公变,药店公变,临安大厦公变,食品厂公变,10kV 小商品市场 1# 公变,临安市人民
12 月 14 日 17:30
关改检修
医院,临安市新世纪工贸有限公司,浙江星普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07:3012 月 14 日 17:30
解百 V216 线 2163 开关改检修 横街公变,赵永贵
12 月 10 日

08:30西街公变低压割接
14:00

西街公变

十五日内向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行政审批科
（驻行政服务中心）书面申请办理复查手续，逾期没有
提出异议的，即按上述方案上报，批准通过该建设用地
复核验收。
联系电话：23616095 23616315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临安分局
2018 年 12 月 6 日

201200337 号，声明作废。
更正：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 锦 北 街 道 广 业 金 禾 嘉园 遗 失 20 幢
104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
2012 第 01013 号，该土地证已找到，特此
声明。
更正：临安金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 锦 北 街 道 广 业 金 禾 嘉园 遗 失 20 幢
103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号：临国
2012 第 01017 号，该土地证已找到，特此
声明。
杭州市临安区红十字会遗失开户许可
证，证号：
Z3310001006702，声明作废。
王茂森遗失残疾证，声明作废。
杭州市临安区村镇建设综合管理处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一份，统一社会
信用 代 码 12330185788287544N， 声 明 作

一、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不得在保教活动
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和
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行。
二、自觉爱国守法。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宪法原则，遵守法律
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不得损害
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
会公序良俗。
三、传播优秀文化。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不得通过保教活动、论
坛、讲座、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
表、转发错误观点，或编造散布虚假
信息、不良信息。
四、潜心培幼育人。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爱岗敬业，细致耐
心；不得在工作期间玩忽职守、消极
怠工，或空岗、未经批准找人替班，
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兼职兼薪。
五、加强安全防范。增强安全
意识，加强安全教育，保护幼儿安
全，防范事故风险；不得在保教活动

废。
临安鑫诺办公用品商行遗失开户许可
证，
证号：J3310051576801，
声明作废。
葛德平遗失锦北街道吴越人家 23（23
幢 128）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
北字第 201201131 号，
声明作废。
葛德 平遗失遗失锦北街道吴越人家
23（23 幢 128）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证
号：
临国用 2012 第 03118 号，
声明作废。
王国妹遗失锦城街道桂花新村 5（5 幢
602）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
第 201103673 号，声明作废。
曾昌满遗失锦城街道桂花新村 5（5 幢
602）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临房权证锦城字
第 201103674 号，声明作废。

中遇突发事件、
面临危险时，不顾幼
儿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
六、关心爱护幼儿。呵护幼儿
健康，保障快乐成长；不得体罚和变
相体罚幼儿，不得歧视、侮辱幼儿，
严禁猥亵、虐待、伤害幼儿。
七、遵循幼教规律。循序渐进，
寓教于乐；不得采用学校教育方式
提前教授小学内容，不得组织有碍
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
八、秉持公平诚信。坚持原则，
处事公道，光明磊落，为人正直；不
得在入园招生、
绩效考核、岗位聘
用、职称评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
私舞弊、弄虚作假。
九、坚守廉洁自律。严于律己，
清廉从教；不得索要、收受幼儿家长
财物或参加由家长付费的宴请、旅
游、
娱乐休闲等活动，不得推销幼儿
读物、社会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
取私利。
十、规范保教行为。尊重幼儿
权益，抵制不良风气；不得组织幼儿
参加以营利为目的的表演、竞赛等
活动，或泄露幼儿与家长的信息。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护”的办院宗旨，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
化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
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
需全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
明月山庄对面）

马溪 V102 线改线路检修,马溪
07:3012 月 11 日 18:30
V102 线 9# 杆 1022 开关工作 水岸明珠 1# 变
侧改线路检修

12 月 13 日

专版

拍
租
公
告

1.临安区行政服务中心 3 楼大厅
地址：
临安区锦北街道平山路 369 号 3 楼
联系电话：23616002

工作时间：夏季：上午 8:00-11：30 下午:14:00-17:00
冬季：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6:30

3.临安区行政服务中昌化分中心大厅
地址：临安区昌化镇西街 58 号区行政服务中心昌化
分中心

联系电话：63668052
工作时间：夏季：上午 8:00-11：30 下午:14:00-17:00
冬季：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6:30

2.临安区行政服务中於潜分中心大厅
地址：临安区於潜镇幸福街 1 号区行政服务中心於
潜分中心

4.临安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大厅
地址：
临安区锦城街道广电路 98 号
联系电话：0571-61107703

联系电话：0571-63830729
工作时间：夏季：上午 8:00-11：30 下午:14:00-17:00
冬季：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6:30

工作时间：夏季：上午 8:00-11：30 下午:14:00-17:00
冬季：上午 8:30-11:30 下午 13:00-16:3

受委托，
本公司定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正
在本公司拍
卖大厅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租）。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简介：
1. 位于於潜镇潜阳路 236 号房产计 15.92 平方米，起
拍价 5.4 万元，参拍保证金 1 万元。
2.罚没松原木、松木半成品一批，起拍价 5.12 万元，参
拍保证金 1 万元。
3.江桥路 334 号（1 处）、昌化东大街（1 处）、钱王街
512 号（3 处）、昌化唐昌街 69 号（2 处）、商业城 C 幢 6#（1
处）、
昌化唐昌街 47 号（2 处）、岛石镇 35 号（3 处）、会馆弄
5 号（3 处）、钱王街 377 号（2 处）、石锦街 555-565 号（5
处）、临水路 168 号（6 处）、於潜浮玉路 297 号（5 处）共 34
处出租房产一年租赁权，起拍价等相关事宜详见本公司提
供的拍卖明细表，参拍保证金每个标的 1 万元。
二、凡有意参加竞拍者，单位：请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个人：请持本人身份证复印

件，
（其中 2 号标的必须是具有临安本地原木加工企业资
格的企业方可参加）。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前到本公司办理竞拍手续，并交纳参拍保证金。
三、报名地点：锦城街道钱王大街 478 号满江红楼三
楼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63715098
63920808
联 系 人： 陈先生
注：1.以上所有营业房的原承租户在同等价格条件下
享有优先承租权，原承租户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内未报名参
加竞拍，即自动放弃优先承租权。享有优先承租权的承租
人在报名时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否则
不得享有优先承租权。
2.教育局所属营业房，即：石锦街 555-565 号（5 处）、
临水路 168 号（6 处）不得从事网吧、夜宵、酒吧、餐饮、娱
乐、游戏、美容、、洗浴、汽车修理以及带嗓音、异味的行业。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13 时 30 分
在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 号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厅举行公开拍卖会，对下列标的的租赁权进行公开拍
卖，现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泥山湾村 176、177、178 号 （环
湖绿道一期西入口）房屋租赁权（租期按委托方的约定），
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总建筑面积 1707.69 平方米，招租
用途为中高端民宿，首年年租金起拍价为 80 万元 / 年。竞
拍保证金 8 万元。
二、竞拍人资格要求
1.具有良好的业绩、信誉及经营管理能力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住宿餐饮），经营项目必须是
符合功能定位要求；
2.目前有自主投资并经营管理的高端民宿（民宿具有
30 间客房以上的）或高星级酒店（酒店具有 120 间以上客
房及中西餐饮、会议室等配套设施的）；
3.外地企业中标人必须在收到《拍卖成交确认书》后

的一个月内在临安区设立负责该项目运营的项目公司，否
则取消其中标人资格。公司设立需经招租人同意后，由招
租人与该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临安本地企业中标人是否单
独设立该项目运营的项目公司由其自行选择。
三、咨询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7 时止。
四、报名受理时间及地址：2018 年 12 月 5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7 时止。
五、有意参加竞拍者，凭符合竟租人要求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公章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7 时前到本公司办理竞拍登记手续，并
交纳拍卖保证金。
六、
拍卖地点：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 号。
咨询电话：0571-63963605；13175135117
方先生
联系人：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6 日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