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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周建华

一滴露珠里

有雨荷的风情

湿漉漉的溅落声

仿佛来自天国

穿行在沾满雾滴的夜晩

一首月之诗

映在月光如泻的荷叶上

六月,雨荷

如遗存的一场水之梦

萦绕在夏日荷池

那些诗意的韵脚

沿着塘坝走来

倘徉在荷池深处

幽静奔放的想象

悠悠地在月夜飘荡

无法说清的诱惑

在六月的夜晚

飞得很远、很远

雨 荷

本版摄影：盛利民 蔡振华 张德军

红莲碧叶两相印

“醉”美荷花听雨声

过雨荷花满院香

美丽乡村，景上添“荷”，玲珑街道祥里村的荷花雨后更妩媚

塘里新荷初出水，含苞玉立水中央

一池荷叶雨成珠

一阵急雨，把舞台留给了莲蓬 雨点荷花舞翩跹 雨暂停，花开正好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下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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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石镜

街一处电子显示屏（长 8 米，宽

4.5 米）一年的广告发布使用权，

起拍价人民币 16 万元 / 年，竞拍

保证金人民币 15000 元，拍卖成

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

用。

2.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财富

中心（江桥路与城中街）一处电子

显示屏（长 13 米，宽 9.6 米）和一

处广告牌（城中街与广场路口)一

年的广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

民币 32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

民币 3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

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3.位于临安城区 61 处公共自

行车广告牌一年的广告发布使用

权，起拍价人民币 26.8 万元 / 年，

竞拍保证金 25000 元。拍卖成交

后由买受人承担制作费用。

4.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

街远东大酒店对面停车场 2 块广

告牌（长 25 米，宽 3.5 米）一年广

告发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4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4000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

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5.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临水

路衣锦小学北停车场 3 块广告牌

（长分别为 13.5 米、13.2 米、17.5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

权，起拍价人民币 4.8 万元 / 年，

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5000 元，拍卖

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

费用。

6.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天目

路停车场 2 块广告牌（长分别为

20 米、38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

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3.6 万元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3000 元，

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

制作费用。

7.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

陵园停车场 1 块广告牌（长 9.2

米，宽 3.5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

权，起拍价人民币 1.36 万元 / 年，

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 元，拍卖

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

费用。

8.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老花

鸟市场停车场 1块广告牌（长 14

米，宽 4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

权，起拍价人民币 2.4 万元 / 年，

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2000 元，拍卖

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

费用。

9. 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

路停车场 4 块广告牌（长分别为

26 米、20 米，宽 3 米）一年广告发

布使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10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10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

费及制作费用。

10.位于临安区锦城街道江桥

路延伸段停车场 1 块广告牌（长

26 米，宽 2.3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

用权，起拍价人民币 0.8 万元 /

年，竞拍保证金人民币 800 元，拍

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

作费用。

11. 位于临安区地铁口 10 座

公交站台广告牌（长 3.65 米、宽

1.85 米）一年广告发布使用权，起

拍价人民币 8万元 /年，竞拍保证

金人民币 5000 元，拍卖成交后由

买受人承担电费及制作费用。

二、咨询展示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下午 17:00 时止。

三、拍卖地点
临安区锦城街道西苑路 11

号。

四、竞拍人资格
（1）必须是具有广告业务经

营范围的独立法人或个体经营户；

（2）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请有意向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及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下午 17:00 时前来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交纳拍卖保证金。

咨询电话：0571-63963605

13175135117

（方先生）

杭州康城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7月 3日

拍卖公告
依据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关于建立和健全土地供应公示制度

的通知》（浙土资发[2002]27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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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用地项目供地批前公示
杭临规划资源告﹝2020 ﹞7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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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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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67712、63967702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临安分局

2020 年 7月 3日

序号 用地单位 土地座落 项目名称 供地方式
项目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备注

1

浙江国兴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锦城街道

青龙村

临安区滨湖新

城幼儿园
行政划拨 6527 教育用地

2

浙江国兴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锦城街道

青龙村

锦城街道青龙

社区邻里中心
行政划拨 3156

文化设施

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