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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2019年8月30日上午9:00至

下午3:00（延时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

站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

愿在租金转让底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和有效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三、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

名资料审核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支付的意向受让方进行报

价资格激活后，自行登录产金所网站进行报价。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9日下午4时

整。

即日起接受咨询。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须

按规定在线办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

义支付交易保证金。通过银行汇款向指定账户交

款（不支持现金与转账支票），须保证足额资金在

报名截止前到账(以网站载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并在报名截止日下午4:30前登录产金所网站

完成交易保证金的确认付款操作。

五、联系人及电话：

叶小姐，曹先生 0571-85085594、85085582

六、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 2 号泛海

国际中心A座27楼。

网址：www.chanjs.com、www.hzaee.com

杭州产权交易所

租 赁 权 交 易 公 告

序号

1

交易标的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907、1909、1911号

房屋三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为
（㎡）

508.19

转让底价
（元/天/㎡）

3.8

交易保证金
（万元）

30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2019年8月30日上午9:00至

下午3:00（延时阶段除外）在杭州产权交易所旗下产金所网

站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交易，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

愿在租金转让底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和有效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三、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

名资料审核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支付的意向受让方进行报

价资格激活后，自行登录产金所网站进行报价。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9日下午4时

整。

即日起接受咨询。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须

按规定在线办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

义支付交易保证金。通过银行汇款向指定账户交

款（不支持现金与转账支票），须保证足额资金在

报名截止前到账(以网站载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

准)，并在报名截止日下午4:30前登录产金所网站

完成交易保证金的确认付款操作。

五、联系人及电话：

叶小姐，曹先生 0571-85085594、85085582

六、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 2 号泛海

国际中心A座27楼。

网址：www.chanjs.com、www.hzaee.com

杭州产权交易所

租 赁 权 交 易 公 告

序号

1

交易标的

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
1907、1909、1911号

房屋三年租赁权

租赁面积为
（㎡）

508.19

转让底价
（元/天/㎡）

3.8

交易保证金
（万元）

30

本报讯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的二楼，是大师工作室。

一个个大开间的工作室里，有人低头刺绣，有人教孩子捏泥

塑，有人做着油纸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国家级、省市级工

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创作，可以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

为了给大师工作室注入新的活力，昨天，杭州工艺美术博

物馆发布征集令，面向全国招收手工传承艺人来大师工作室

驻点。“免房租、免水电物业费，只要技艺够吸引人，能静下心

来传承，就有机会入选。”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大师工作室，从 2011 年开放至今，

已整整8年。入驻的有亚太级、国家级、省市级工美大师及手

工传承艺人等 30 余人，他们现场展示机绣、手绣、萧山花边、

油纸伞、木雕、石雕、紫砂、陶瓷等十多项非遗技艺与传统工艺

美术，为观众提供手工艺制作体验，进行手工艺品展示销售。

正是这种“活态活化”的展示，让杭州市民及全国游客认

识了很多非遗技艺与传统工艺美术。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成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杭州市“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后的

首批十大传承基地之一。

大师工作室，也是培养大师的地方。全国工艺美术行业

中传承层次最高、目的性最明确的人才培养工程——“工艺美

术大师带徒学艺”项目，5 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招收 24 位

徒弟，通过 5 年期教授，培养了杭州传统工艺保护、传承、

发展的新一代中坚力量。

很多“大咖”在大师工作室创作带徒。

比如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郑胜宁，他几乎

天天待在工作室里，去年还参与了第二

轮大师带徒项目，教授3名徒弟。

丽水市工艺美术大师潘海宾，是外

地来杭的大师代表，他开展的手工体验

活动粉丝特别多，点赞率也很高。

“这次招新面向全国，希望挖掘

更多的手工艺人，把更丰富的传

统工艺分享给大家。非常欢迎

那些想来杭州扎根的工艺美术

大师及非遗手工艺者入驻，特

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条件。”大

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介绍说。

大师工作室的面积 24-50 平

米不等，如果被选中，可免房租、水电

及物业费用。与博物馆协议一年一签。入

驻后，工作室开放时间需要和博物馆开馆时间同步（周二到周

日9:00－16:30），并确保一周四天或四天以上在馆。

报名时间：8月23日-8月30日

咨询电话：0571-88197560，吴先生或叶女士

本报记者 余雯雯 通讯员 陈晶

杭州向全国招揽手工传承艺人
免房租免水电物业费，大师工作室等你入驻

“按照既定计划统一行动！”总指挥一声令

下，杭州警方又一场集中统一行动拉开帷幕。

从 8 月 20 日晚上 8 时起，杭州警方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雷霆12号”暨“飓风13号”集

中统一行动，最大化提高街面见警率和巡逻盘

查率，打击治理各项违法犯罪行为。

其间，杭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的指挥大

屏不停切换，电话铃声和对讲通话声此起彼

伏，前方捷报频频传来。

杭州警方开展“雷霆12号”暨“飓风13号”集中统一行动

桌上12个牙杯，房间里只有11个人
民警仔细搜查，抬开床板找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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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阳城东派出所副所长倪铃铃带领警

力，来到辖区章家庙158号。根据前期排摸，

这里是一个传销窝点。

“就是这里。”一名先期落网的犯罪嫌疑

人，指着5楼的一个房间说。

倪铃铃看了看5楼，窗门紧闭，有微弱的

灯光从缝隙中漏出来。

民警们摸到 5 楼，发现门窗关闭。楼道

上方的卫生间窗户没锁，但是便衣队员往里

面一看，是有木板钉牢的。

“冲！”打破卫生间窗户钉的木板后，4 名

民警爬窗进入房间。

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潮湿的霉气，入眼的

是十几个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的人。

一共三个房间四张席子，房间窗户全部

用铁丝网封住，各种生活用品堆积在房间里。

便衣队员陆晓磊数了数放在桌子上的牙

杯，发现一共有 12 个，但坐在地上的只有 11

个人，还有一个人在哪里？

队员再次对各个房间进行搜查，突然听

到一张床下传来轻微的响动声，合力将床板

抬开，发现床板下躲着一个人！增员警力到

场后，将12个人全部带回了城东所。

经过审查，这个传销窝点以“主任”覃某侯

某为首，有11人涉嫌非法拘禁。现已对他们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桌上12个牙杯，房间里只有11个人
还有一个呢

本报记者 陈锴凯 通讯员 庞振煦

今年下半年以来，余杭警方发现，在五常

派出所辖区，有几个男子，今天你家明天他

家，几乎天天聚会，经常搞到深更半夜。

警方排摸，了解到他们的勾当：这是一群

赌鬼啊！

这次警方收网了，先后赶赴拱墅、下沙、

良渚、五常等地实施抓捕，一共抓到8人。他

们以“德州扑克”的方式，通过筹码组织赌

博。赌鬼们分工明确，组局、揽客、提供场地、

放哨、兑换筹码、记账，各司其职。

为掩人耳目，他们专门选择成员家中流

动组局。从 4 月至今，组织者累计抽头获利

11余万元。

现在，卢某等 8 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据统计，截至昨天上午 8 时，在“雷霆 12

号”行动中，杭州共出动警力 1.6 万余人次，

累计盘查人员 5 万余人次，抓获犯罪嫌疑人

301 人，刑事拘留 264 人，行政拘留 335 人；

查处交通违法7万余起，酒驾241起。

另悉，同步进行的“飓风 13 号”行动，杭

州警方在前期持续打击整治突出刑事犯罪取

得成果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新一轮打击整

治强大声势。

今天你家明天他家，串门这么勤
原来是赌鬼聚会

杭 州 警 方 开

启“ 雷 霆 12

号”暨“飓风

13 号 ”集 中

统一行动。

▲ 孩 子

们 在 石

雕 工 作

室 学 篆

刻。

▶已入驻大师

郑胜宁在工作

室创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