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计算机学校
秋季招生

“一技成”技能+ 大专（本科）学历
本校始创于 1998 年，2004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办学机构，

创立“一技成，天下行”校训，针对学生天赋个性的不同，实
施“包容开放、历练自信、教人做人、能技兼备”的“一技成
天赋教育”，培养网站、平面、动漫、装潢、程序等设计类“技
能+学历”的“一技成”专业人才。

核心专业－[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是年薪可以 20 万以
上的专业。
“一技成”专业设置

①电子商务创意与设计 ②程序及网络技术
③平面设计与广告创意 ④装潢及景观设计
⑤三维建模与动画设计 ⑥机械与模具设计

一、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四年
二、高中、职高学历入学，学制三年
咨询电话：86899032 400-880-0571 网址：www.hzpcs.com

杭州现代技工学校招生
学技术拿文凭高薪就业、学管理练技能开厂创业、一次的选择一生的受益。

①汽车维修专业②汽车电器维修③汽车营销专业④吉利汽车定向专业

⑤航空服务（5 年一贯制）⑥学前教育（5 年一贯制）⑦护理（养老方向）⑧

电子商务 2+3▲奔驰宝马研修班▲高级汽车５S 店长班▲高级汽车技师

班▲汽车机电高级班▲汽车美容装潢创业班▲汽车钣金油漆班▲汽车

美容装潢店长班▲汽车新能源技师班▲汽车改装班▲2＋3 高级技工班 校

址：杭州市华一路 7 号。热线：0571－88333666 www.xiandaiqx.com/ 少量名额热报中

中国美术学院成人高考招生
专升本、高起本、高起专 绘画、设计、动画、雕塑等多种专业

电 话：86652456 网 站：jxjy.caa.edu.cn

学历教室学历教室

教育/生活
订版热线：0571-85311084 85310536

室内装潢、旧房翻新、水电改造
急修、管道改造疏通、防水补
漏、友管家15257106088

▲采荷搬家86712180城东优

▲专修空调加氟87587675▲专修空调加氟87587675

先装后付 品质保证 个性半包 精装全包
真材实料 一线品牌 免费测量 出图报价
卓越设计 优质施工 家装别墅 商铺办公
专业设计施工16年15306599028

伟杰
装饰

知名装饰

搬家家政

招标公告
1.工程概况：73021 部队配电房扩容工程位于杭州市西溪路

1002号，投资约198万元，工期30日历天。
2.投标人要求独立法人，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项目经理要求机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企业近三年内完成过类
似工程信誉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企业不得为“三资”企业或者有
外商投资背景。不接受联合报名。

3.投资保证金为工程预算的 10%，在投标截止时间 3 日前，从
投标人总公司基本帐户转账至投标人指定帐户。

4.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 20%，中标人交的投标保证金自动
转为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可通过转账或银行保函方式补齐。

5.委托代理人须携本人身份证、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
近6个月单位社保交纳的记录等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前来报名。

6.投标报名时间：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7月18日。
7.投标单位联系人：邱先生 电话：15658887591

公告
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7日在《余杭晨

报》发布公告，公告内容为：因我公司了解到可能存在第三方未
经我司授权或同意将北湖绿洲花园三四期项目房产对外销售并
收取相关款项的情况，故请有向前述第三方购买北湖绿洲花园
三四期项目房产的群众在 7 月 13 日前携带有关材料前向我司提
供相关情况。现根据有关进展情况再次公告如下：按照国家现
行房产销售政策和房管部门要求，在未取得预售证之前，房地产
开发商不得收取任何与购房有关的款项，我司会严格遵守有关
规定。对近期未经我司同意已转入我司账户的不明款项，我司
将原路如数退回，如转入账号或汇款人信息不清的，请汇款人向
我司提供相关凭证以便我司核实后退回。若不提供或未能提供
相关凭证导致我司无法退回的，产生的后果我司概不负责。同
时我司再次声明，自本公告之日起，若有所谓的蓄客客户，未经
我司同意下再次恶意转账入我司公司账户，产生的后果我司概
不负责。强行进入我司工地占有在建房屋或在占有在建房屋后
私自进行建设和装修均属违法行为，将严重损害我司国有资产
和施工单位利益，我司将坚决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6日

杭 州 人 才 市 场 招 聘 会 预 告
7月19日（周四） 营销、外贸、物流、广告、行政、电子商务人才招聘会
7月20日（周五） 房地产、建筑、园林、装饰、物业人才专场招聘会
7月21日（周六） 综合性人才招聘会
7月26日（周四） 营销、外贸、广告、财务、金融、物流人才专场招聘会
7月27日（周五）化工、能源、环保、生物、医药、食品人才专场招聘会
展位预订电话：0571-85165790、85164203、85166875、85781390、85166855
地址：东新路155号4楼 杭州人才市场官方网站（杭州人才网www.hzrc.com）

全城热聘•2018杭州夏季人才招聘大会（3）
地点：东新路155号4楼 时间：2018年7月28日

高 薪 诚 聘 样 衣 工 待 遇 面 议
13758188207

服 饰 业

万华物业招聘保安主管、保安
（有驾驶证）、物管部主管。地
址：体育场路 407 号宏都商务
楼D座5楼13586586302

浙江医院急招
中式面点师、锅炉工、气体组、
污水工、高配工、导医等 20 余
个岗位，电话87996434王老师

百家实业

杭州康桥工业园大型厂房招
租，适合各类展厅、办公、电商，
联系电话13396571151

金像食品配送中心，杭州运河路
658 号，共 5 万平方，酒水、粮
油、食品、土特产、百货等区块有
余 留 ，现 对 外 招 租 。 电 话 ：
18058185681杜、13656668666黄钱 江 新 城 1250 方 酒 楼 转 让

15868803778

德清港仓库招租13336132171

大关商圈香积公寓旺铺出租
13858001845

招租莫干山路 1902 号（勾庄）
建筑面积约 2009m2 价格面议，
联 系 电 话 87224909、87923880
联系人马女士、何女士

本人需要求购或求租大型空闲
场地、厂房，面积 1-3 万平方左
右，在杭州市以三桥为中心点
15公里范围内13805719571吴

华 星 路 8 号 商 铺 公 开 出 租
13867422100邵老师

营 业 房 仓库厂房

出租莫干山路华龙大厦 208㎡
13966655160

写 字 楼
杭州市下城区邻聚田快餐店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运河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一 份 ，核 准 号
J3310040432501，声明作废。

遗 失

买卖二手注塑机13605896652
▲收空调厨具13588734558

收 购

分类广告
订版热线：0571-85310536 85311120

★钱江晚报提醒：请交易双方妥善
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本
刊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鲁雪荣遗失杭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江干分局2012年4月16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104600159222声明作废。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5

分类·广告

2018.7.16 星期一 今日接稿 明日刊登 咨询电话 0571-9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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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文化广场文化广场
咨询电话：85311326

2018年7月16日 星期一

●演出信息如有变动，请以各影
院、剧院当天现场公告为准。

胜利影城
《 邪 不 压 正 》12:00 13:00

14:30 15:30 17:00 19:30

20:10

《我 不 是 药 神》12:20 14:25

16:30 18:00 18:35 20:40

票房:87080142

浙江胜利剧院

阿加莎推理巨作《捕鼠器》
时间：7 月 20 日 19:30
阿加莎推理巨作《谋杀启事》
时间：7 月 21 日 19:30

“向阿加莎致敬”美国悬疑剧
《万圣节游戏》
时间：10月20日-21日 19:30
票价：100、180、280、380 元
剧团：上海现代人剧社
票务：大麦网 1010-3721

《绿野仙踪之奥兹国大冒险》
时间：7 月 29 日 19:00
票价：80、180、280、380 元
主办：南京千禧安康文化
票务：大麦网 1010-3721
浙江京剧团优秀青年演员专
场演出
传承版 经典传统京剧《四郎探母》
演出时间：7 月 24 日晚 7：15
剧团：浙江京剧团
票价：50、80、120、150 元
总 票 房 ：浙 江 胜 利 剧 院
87080142
毛懋京剧清音演唱会
演出时间：7 月 26 日晚 7：15
剧团：浙江京剧团
票价：50、80、120、150 元
总 票 房 ：浙 江 胜 利 剧 院
87080142

杭州剧院
演出剧目：越剧《香罗记》
演出时间：2018年7月17日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100、50元
演出剧团：绍兴越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剧目：越剧《西厢记》
演出时间：2018年7月18日19:30
演出票价：380、280、180、100、50元
演出剧团：绍兴越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剧目：越剧《碧玉簪》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3-24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剧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演出剧目：《菊次郎的夏天—
日本钢琴家二見勇気独奏视
听音乐会 》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6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二見勇気

演出剧目：话剧《杂音》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7日19:30
演出票价：400、300、200、100元
演出剧团：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演出剧目：话剧《蒋公的面子》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8日19:30
演出票价：580、480、380、280、180、
120元
演出剧团：南京大学艺术硕士剧团
演 出 剧 目 ：俄 罗 斯 远 东 少 儿
芭蕾《爱丽丝梦游仙境》
演出时间：2018年7月29日19:30
演出票价：480、380、280、180、80元
演出剧团：俄罗斯远东少儿芭蕾舞团
演出剧目：话剧《广陵散》
演出时间：2018年8月1日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50元
演出人员：孙博、张宏伟、刘大可等
演出剧目：冰舞芭蕾《天鹅湖》
演出时间：2018年8月2日19:30

演出票价：680、480、380、280、180、
80元
演出剧团：莫斯科芭蕾舞剧院
演出剧目：《音乐之声——萨
尔茨堡二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018年8月16日19:30
演出票价：300、200、100、50元
演出人员：伊芳·提姆阿诺、亚历山
大·普雷达
演出剧目：越剧《袁雪芬》
演出时间：2018年8月18日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50元
演出剧团：浙江省嵊州市越剧团
演出剧目：越剧《蔡文姬》
演出时间：2018年8月19日19:30
演出票价：280、180、100、50元
演出剧团：浙江省嵊州市越剧团

246，192，357.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6，400，000元
6，400，000元

中奖注数
64注
64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632，070元

本期开奖号码：2 6 9 1 1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应派奖金合计
521，040元

0元
157，257元
678，297元

中奖注数
501注

0注
909注

1，410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235，386元

本期开奖号码：2 6 9

本期中奖情况

8，533，70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地中奖注数
1注

310注
4，933注

单注奖金
31，075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销售金额：145，388元

本期开奖号码：03 12 15 16 17
本期出球顺序：12 16 17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双色球
第2018081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154注
1488注

66828注

1261360注
7612560注

奖金
9113851元/注
166958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4注二等奖（杭州6注，嘉兴3注，宁波、温州各2注，台州1
注）。

奖池累计8.3701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7月15日

浙江销量：27203222元

01 02 12 16 20 26 03

全国销量：349698540元

奖 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单注奖金
0元
0元

6，574元
300元

20元
5元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12注

237注

2，471注

30，744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180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3 5 2 3 0 6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销售金额：1，364，732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中奖情况

1，014，725.4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3D
第2018189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87857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714元

浙江中奖注数

991
0

1108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819412元，返奖额1225038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7月15日

7 6 0

福彩15选5
第2018189期 投注总额：1076556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30
4446

奖金

0元

3084元/注
10元/注

2018年7月15日

02 14130805

奖池累计523.2581万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46，192，357.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应派奖金合计
6，400，000元
6，400，000元

中奖注数
64注
64注

奖 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9，632，070元

本期开奖号码：2 6 9 1 1
本期中奖情况

单注奖金
100，000元

...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应派奖金合计
521，040元

0元
157，257元
678，297元

中奖注数
501注

0注
909注

1，410注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合计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浙江销售金额：1，235，386元

本期开奖号码：2 6 9

本期中奖情况

8，533，701.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地中奖注数
1注

310注
4，933注

单注奖金
31，075元

50元
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1818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销售金额：145，388元

本期开奖号码：03 12 15 16 17
本期出球顺序：12 16 17 03 15

本期中奖情况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0.0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福彩双色球
第2018081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蓝色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154注
1488注

66828注

1261360注
7612560注

奖金
9113851元/注
166958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4注二等奖（杭州6注，嘉兴3注，宁波、温州各2注，台州1
注）。

奖池累计8.3701亿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7月15日

浙江销量：27203222元

01 02 12 16 20 26 03

全国销量：349698540元

奖 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单注奖金
0元
0元

6，574元
300元

20元
5元

本地中奖注数

0注

0注

12注

237注

2，471注

30，744注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6+1第1808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3 5 2 3 0 6

开奖日期：2018年7月15日
本期销售金额：1，364，732元

正选号码 特别号码

本期中奖情况

1，014，725.4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9月13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福彩3D
第2018189期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87857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其他投注方式中奖额为：2714元

浙江中奖注数

991
0

1108

每注奖额
（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浙江销售2819412元，返奖额1225038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8年7月15日

7 6 0

福彩15选5
第2018189期 投注总额：1076556元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130
4446

奖金

0元

3084元/注
10元/注

2018年7月15日

02 14130805

奖池累计523.2581万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