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有温度的银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公示书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

细则》及有关文件规定，我局拟批准位于桐庐县分水镇院
士路313号、315号桐庐妃妮施医疗美容诊所的执业许可，
现予以公示：

机构名称：桐庐妃妮施医疗美容诊所
机构类别：医疗美容诊所
地 址：桐庐县分水镇院士路313号、315号（一至二层）
规 模：诊所场所为申请人租赁桐庐县分水镇院士路

沿街双层商铺两间，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总建筑面积
175m2，业务用房面积约161m2。一层设置有候诊、药房、美
容皮肤科咨询室、诊室各1间、污水处理间、医废间等；二层
设置有护士站、消毒供应室、注射室1间、配液室、美容皮肤
治疗室2间、洁具间、卫生间。

服务对象：社会
投资总额：70万元
诊疗科目：医疗美容科：美容皮肤科
经营性质：营利性
设置申请人：1.浙江妃妮施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赞成中心西楼703室-1 法定代表人：林彬
延 2.王国勇 男 汉族 桐庐县合村乡岭源村

公示期为2023年2月7日至2月13日（法定假日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上述公示项目如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
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反映的情况应实事求是。以单
位名义反映情况的，应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
况的，应署明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桐庐县城云栖中路478号县卫健局3楼政策
法规科

联系电话：0571-64217159 0571-58506530
联系人：卢谦 卢兰 张素娟

桐庐县卫生健康局
2023年2月7日

4 TODAY TONGLU

64281890
专刊2023年2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吴芬芳 版式/皇甫肖烨 融媒热线 有事你拨 一拨就灵

根据《桐庐县整治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行为专项行动方案》，现确定桐庐诚南停车服务有限公司（环城

南路1088号）、桐庐顶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方埠加油站后方）、桐庐县天帆汽车救援服务部（凤川大道111号）、

桐庐县富春江天顺汽车救援服务部（严陵村驮园里23号）、桐庐县分水镇路天停车服务部（分水镇桥东）作为超

限超载车辆暂扣、卸载场所。

上述停车场所地磅经检定合格，均在有效期内，交通违法暂扣车辆停放和保管委托协议有效期至2023年12
月31日，现向社会予以公布。

桐庐县交通运输局
2023年2月6日

关于确定桐庐县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超载整治车辆暂扣卸载场所的通告

拍卖公告
受桐庐县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拍卖人在桐庐产权交易电子竞价

平台（http://cqjy.tonglu.gov.cn:8088/）对桐庐县瑶琳镇S302省道K19+930-
K20+100处右侧危险边坡治理工程石料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起拍价、拍卖保证金及自由竞价时间：

位于桐庐县瑶琳镇S302省道K19+930-K20+100处右侧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开挖的石料拍卖，其中，全风化凝灰岩约 22338.43m3，强风化凝灰岩约

25869.10m3，中风化凝灰岩约9956.41m3；（另有第四系残坡积含碎石粉质黏土

约10681.72m3由施工单位处理）。起拍价：103万元，拍卖保证金：20万元。自由

竞价时间2023年3月8日9：00-9：15（延时竞价时间除外）。

注：本次拍卖设有保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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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有过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展示：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由竞买人自行实地踏勘。如有疑问，请

在报名结束前2个工作日提出（联系：王女士0571-69900169）。

四、保证金交纳及报名时间：2023年2月7日8：30至2023年3月7日16时止。

本项目的保证金将使用“招必得建易投标保证金平台”统一收退，保证金

平台系统登录入口（https://bzj.zhaobide.com/）。竞买人第一次登录须先进行

网上注册才能进行关联。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拍卖文件第九章-保证金缴存关

联操作手册”。完成注册后，必须将所缴纳的保证金与所竞拍项目关联，方可

完成保证金递交。最后在线打印“缴存确认单”，并将“缴存确认单”的打印页

在产权电子竞价系统报名时进行上传。竞买保证金必须从保证金平台备案的

银行账户进行网银转账汇款。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必须在报名结束时间

之前到达指定账户；保证金交纳人应当和竞买人一致，保证金收到时间以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在桐庐产权交易电子竞价平台上

注册,办理网络报名手续并上传资料。

五、拍卖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人可到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产

权交易—桐庐栏目查看（https://ggzy.hzctc.hangzhou.gov.cn/）。

联系方式：

桐庐县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王女士 0571-69900169 15858265718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 0571-64217659
浙江艺海拍卖有限公司 刘先生 15958021888 0574-87315867
监督电话：64220205

桐庐县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

浙江艺海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2月7日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
使用权结果公示

根据国土资源部《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规范》和杭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协议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若干意见》的规定，现将我

局协议出让一宗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结果公示如

下：

根据规定，本协议出让公示期为15天。

联系电话：0571－58506892

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3年2月7日

近期，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桐庐县流通、餐饮和生产
环节进行了食品监督抽检，共抽检了79批次，其中12批次抽
检项目不合格。

流通环节抽检了粮食加工品、饮料、酒类、食用农产品等
共计52批次：市级52批次，抽检项目均合格。生产环节抽检
了食品添加剂、蜂蜜、蜜饯等共计13批次：市级13批次，抽检
项目均合格。餐饮环节抽检了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14批
次：市级2批次，抽检项目均合格；县级12批次，其中12批次抽
检项目不合格。

其中不合格样品涉及的标称生产经营单位、产品和不合

格指标信息：桐庐县啻兮火锅店的1批次虾滑盘（已消毒）和1
批次鹅肠盘（已消毒）均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规定；桐庐县旧县街道聚龙饭店的1批次饭碗（已消毒）
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庐县桐君街
道陕豫面馆的1批次面汤碗（已消毒）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庐县江南镇海平饭店的1批次椒盐
盘（已消毒）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
庐县江南镇胖姨饭店的1批次小碗（已消毒）检出大肠菌群和
1批次豇豆检出克百威均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
庐县城南街道慧萍火锅店的1批次饭碗（已消毒）检出大肠菌

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庐县弘府火锅店的1批
次勺子（已消毒）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
定；桐庐县城南街道参山饭店的1批次小碗（已消毒）检出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桐庐县小孟烤肉店的
1批次小碗（已消毒）检出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桐庐县城南街道一味大院饭店的1批次汪刺鱼检出地
西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上述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桐庐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对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单位依法进行处置。

特此通告。
检测公司：绿城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九安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锐德安正检测认证技术有限公司、中谱
安信（杭州）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
究院、杭州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浙江公正检验中心有限
公司

桐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月30日

桐庐县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通告（2023年第1期）

食品流通环节监督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抽检合格产品信息

一、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造

成餐饮具中的大肠菌群超标的主要原因是二次污染，如餐饮

具没有定期清洗消毒，或餐具干热消毒时未达到规定的时间

和温度。操作人员在上完卫生间后洗手不彻底，个人卫生状

况未达标，直接影响最终产品的卫生状况。

二、克百威

又名呋喃丹，属于高毒农药，是一种广谱性杀虫、杀螨、杀

线虫剂。农业农村部第199号公告明确规定克百威不得用于

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材上。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克百威在豇豆中的

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

三、地西泮

地西泮又名安定，为镇静剂类药物，主要用于焦虑、镇静

催眠，还可用于抗癫痫和抗惊厥。长期食用检出地西泮的食

品，可能引起嗜睡、乏力、记忆力下降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中规定，地西

泮药物允许作食用动物的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

出。

淡水鱼中检出地西泮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

速控制疫病，违规加大用药量，致使上市销售时产品中药物残

留量超标；也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为了降低新鲜活鱼对外界

的感知能力，降低新陈代谢，保证其经过运输后仍然鲜活而违

规使用药物。

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小贴士：关于不合格项目的说明

今年春节假期，文娱、旅游、餐饮等消费市场持续火

热，迎来兔年“开门红”。多省市更是吹响开工号角，大批

重大项目工程已开工建设，加快经济复苏，吹响高质量发

展“冲锋号”。中信银行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多措并举助力实体经济，为一

季度经济“开门红”贡献金融力量。

为先进制造业开辟绿色通道
济南森峰激光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

于激光核心技术的研发。公司在自主掌握激光加工头、激

光器等核心部件制作工艺的条件下，计划上线“激光加工设

备全产业链智能制造项目”，符合国家大力发展激光产业和

激光应用的宏观背景与产业导向。由于公司产能利用率已

趋饱和，对新产品研发、测试和投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有效引导和激励全行推进制造业贷款领域业务，中

信银行在信审、定价、考核等方面制定出台专项措施，快速

响应基层诉求，有效解决痛点堵点。一是在分行综合绩效

考核中增设制造业相关加分指标，专门用于考核分行在制

造业中长期贷款领域业务签约落地情况；二是制定制造业

专项补贴政策，鼓励分行对优质制造业项目加大投放；三

是对国家发改委清单内制造业中长期贷款项目开通审批

绿色通道加急处理，在坚持独立审批和风险底线的前提

下，保证审批流程简洁高效。中信银行济南分行按照《山

东省先进制造业投融资三年行动计划》，依托总行政策开

通审批绿色通道，落实利率优惠政策，在春节前为济南森

峰激光高效发放了2070万元的项目贷款。济南森峰激光

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资金的流入，对提升公司现有产能

起到了很大助力，也保证了企业进一步研发新产品类型和

功能、拓展下游激光应用领域的能力。”

“出口e贷”助力外贸企业走出去
常州巨丰科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小规模服装

出口企业，受上年疫情、汇率波动较大等因素影响，企业面

临流动资金紧张问题。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难，中信银行

南京分行辖属常州分行客户经理向其推荐了“出口e贷”。

该产品是中信银行针对已投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SE
保单的出口小微企业，研发的纯信用、免担保、全线上外贸

领域融资产品。产品依托创新专业的外贸领域风控模型，

基于海关、信保大数据，自动授信、自动放款，全流程不需

要人工参与。

“短短几分钟，我就收到了贷款入账短信！特别在新

冠感染高峰期，免去银行网点奔波，也不用提交各种凭证

和复杂材料，中信银行‘出口e贷’全线上办理、融资利率

低，真是太给力了！”新年伊始，中信银行南京分行为常州

巨丰科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办理了纯信用全线上“出口e
贷”（信保模式）300万元，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可。企业负

责人满意地表示，这笔贷款极大缓解了企业年终资金兑付

压力，且该产品随借随还，企业在收到境外资金回笼后可

以第一时间进行还款，减少财务成本的支出，有效助力了

企业发展。

日前，柳州市威骏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也通过中信银行

“出口e贷”（信保模式）获得300万元预授信额度。该企业

主营汽车配件出口，近期接到国外大订单但苦于没有强担

保，难以获得银行融资。经中信银行南宁分行辖属柳州分

行推荐，企业办理了“出口e贷”，并当月实现提款。企业负

责人高兴地说：“中信银行的‘出口e贷’产品全线上操作，

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获得信用贷款，很方便！”

“科创e贷”支持“专精特新”快消企业
达州宏隆肉类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四

川特色美食的企业，其产品“灯影牛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获国家地理标识和生态原产地双重认证。随着春节

销售旺季到来，该企业面临急需增加周转资金的巨大压

力，财务负责人一直为资金周转奔波，由于缺乏抵质押物，

跑了几家银行都以无果告终。

恰在此前，四川银保监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的通知》并在全辖进行政策宣贯。中

信银行成都分行积极贯彻支持创新、绿色化政策，主动上

门，向该客户介绍了为“专精特新”企业定制的全线上、纯

信用信贷产品——“科创e贷”。“过节我们还在加班生产，

没想到当天银行资金就到账了，真是双喜临门！”企业负责

人对中信银行表达了高度赞扬。

此外，中信银行成都分行还为当地麦加乐、雅妹子、竹

芯等多家“专精特新”快消品企业提供“科创e贷”贷款，为

企业采购原材料、扩大再生产注入金融血液。

受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委托，在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

心产权交易电子竞价平台对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村的周家综合楼房产使用权进行网络公

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位于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村的周家综合楼，共1幢房产，3层建筑，建筑

面积约580平方米，5年房产使用权拍卖。

二、起拍价：人民币22万元/第1年。

注：拍卖成交价第1—3年不变，第4、5年在第3年的基础上增加3个百分点。

三、加价幅度:人民币0.2万元或0.2万元的整倍数。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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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桐庐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有过违约行为的或欠缴春江村集体款项的除外）；竞买人只可单独申请，不

可联合申请。

五、展示：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由竞买人自行实地踏勘。如有疑问，请在报名结束

前2个工作日提出（联系：郑先生 18858288797）。

六、网络拍卖时间：自由竞价时间为2023年2月15日9:00-9:15及延时竞价阶段。

七、网络拍卖网址：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产权交易电子竞价平台（http:
//cqjy.tonglu.gov.cn:8088/)。

八、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23年2月14日16时止。

九、报名及竞拍事项：本次拍卖的竞买保证金将使用“招必得建易投标保证金平台

https://bzj.zhaobide.com/”进行统一收退，考虑网银存在转账汇款是否及时等情况，请竞买

人尽量提前完成竞买保证金的缴纳和缴存关联，并及时登录“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

庐分中心产权交易电子竞价平台（http://cqjy.tonglu.gov.cn:8088/)”，在报名截止时间内完

成网上注册和报名（竞买人需将有效的身份证正、反面及保证金“缴存确认表”、交易承诺书

等相关材料原件上传至平台；法人、单位或委托他人报名的，还须上传营业执照、授权委托

书、受托人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保证金交纳人应当和竞买人一致，

保证金收到时间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若有疑问，请联系拍卖公司。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万元。

户名：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

账号：89318100168396
开户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行

十、本次拍卖的竞买保证金缴纳及拍卖具体事项，竞买人可到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产权交易--桐庐https://ggzy.hzctc.hangzhou.gov.cn/下载拍卖文件。

联系方式：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8858288797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 64217659
杭州春江拍卖有限公司 15355059512 13805762749
监督电话：58509951

桐庐县城南街道春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杭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桐庐分中心

杭州春江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2月7日

桐庐县春江村周家综合楼房产使用权拍卖公告

助力经济“开门红”
中信银行多措并举服务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