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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部中心运行管理政策调整方案》(永政办发[2017]128号)精神，经市

委市政府同意，总部中心商务大楼现面向社会招商，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商范围：总部中心四期商务大楼及三期少量楼层。

二、招商对象：
（一）入驻条件

商务大楼用于企业的行政办公、商务洽谈、研发设计、市场营销、财务结算、

资本运营、产品展示、采购配送、品牌运营、数据信息、金融服务等功能，不允许

用作餐饮、住宿、商场、仓储、商品批发、休闲娱乐等不符合总部中心功能定位的

企业入驻。

（二）鼓励下列企业优先入驻

1、市纳税百强和纳税优胜企业、成长性好符合产业导向的规上工业企业、

规模较大的商贸和服务业企业；

2、央企、上市公司、永商回归投资创业企业、较大规模的市外企业等重点招

商引资类企业；

3、符合我市产业导向的国内外各类科研机构、实验室、技术服务机构及高

新技术企业；

4、从事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疗、新材料新能源、环保、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新兴产业类企业；

5、各类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信托、融资租赁、金融租赁、消费金融、财务

公司、金融控股、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企业和办事机构；

6、国内外知名或较有前景的工业设计、技术研发、互联网、电子商务、影视、

旅游、会展、文化创意等企业；

7、“机器换人”“两化融合”工程服务机构、检验检测机构；

8、有一定规模的科技转化、知识产权、品牌服务、信息服务、人才服务、标准

化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9、法律、会计、资产评估、咨询策划、广告等中介机构；

10、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新兴业态类企业等。

三、招商方式：招商采用产权出让方式，以半层或半层的倍数为单位，地下

车位搭配销售。

四、价格：出让均价为8800元/㎡，车位单价为 150000元/个。

五、招商流程：
（一）申请。符合入驻条件的市内外企业向市总部办提出入驻申请。

（二）审核。市总部办对申请企业是否符合入驻条件进行初审，初审后报市

政府分管领导审批。

（三）公示。将拟入驻企业在相关媒体上公示。

（四）确定楼层。市总部办根据企业报名和资格审核情况确定楼层安排

方案。

（五）签订合同。入驻企业与永康市总部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签订产权

转让合同。

（六）缴款。入驻企业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缴清。

（七）交房和过户。

六、其他事项：
（一）每幢大楼1-2层作为配套用房，不在此招商范围；

（二）对市外企业报名购买的，资格审核通过后需在总部中心注册新主体，

产权登记在新主体名下；

（三）商务大楼性质为国有出让，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40年。

七、报名时间和地点：工作日 8：30－11：30、13：30－17：00，总部中心金典

大厦2楼经济运行科。

八、报名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纳税证明原件；（四）其他荣誉证书或证明材料。

未尽事宜由市总部办解释。咨询电话：0579-83996888

永 康 市 总 部 中 心 办 公 室
永康市总部中心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永康总部中心商务大楼招商公告

公 告
现有一批废旧设备公开处置

销售，请有意者于 2018 年 1 月 18

日前到本单位报名参加竞价回收。

联系电话：13429057333

676332

永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2018年1月11日

2017 年 9 月 28 日，在
经济开发区夏溪村上桥头捡
拾女性弃婴一名，出生日期
2017年8月20日（估），身体
健康，无随身携带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永康市社会福利院联系，联系电话：
0579-87175919。即日起 60 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永康市社会福利院
2018年1月11日

寻找弃婴（儿）生父母公告

招标公告
永康市古山镇前坑村卫生保洁、清

运垃圾全年包干项目，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标，交报名费500元。

招标时间：2018年1月15日14:00

联系地址：前坑村办公楼

联系电话：13806770422 叶先生

永康市古山镇前坑村村委会

2018年1月10日

永 康 市 表 面 精
饰 整 合 区（全 拆 重
建）独 用 面 积 3446
平方米。

电话：18857965682

转 让

招 聘
本中心招聘检测员助理 2 名，

要求：身体健康，能适应较重的体

能劳动，工资面议，有餐补。

联系电话：13429057333

676332 李先生

永康市建设工程检测中心

2018年1月11日

施工招标
永康市林场新装 80KVA 配电安装

工程第二次公开招标，原报名单位有
效，造价约 20 万元。欢迎具备输变电工
程专业承包叁级或电力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且具有电力设施
许可证不低于承装（试、修）类五级的施
工单位携相关资料于 1 月 15 日至 16 日
16:00前来国际会展中心6612室报名。

详询：18868525995 637250
永康市林场

2018年1月12日

银行网点名称:浙商银行金华永康支行 地址:永康市花园大道585号 电话:87576763
全国统一服务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电话:87576768

温馨提示：发行期最后一日销售截止时间为19:00

温馨提示：额度有限，先到先得！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理财子单元简称

永乐1号134天型

永乐1号1月/2月型

永乐1号3月/4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2号134天型

永乐1号1月/2月型

永乐1号3月/4月型

永乐1号6月型

永乐1号1年型

永乐5号96天型

永乐5号365天型

预期年化
收益率

5.59%

5.40%

5.55%

5.54%

5.50%

5.63%

5.55%

5.59%

5.58%

5.58%

5.68%

5.40%

起点金额

新客户专享款
5万元起，上限600万元

浙+银行H5款
5万元，上限20万元

感恩回馈款
5万元起，上限2000万元

高净值新客专享款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两年老友款
20万元起，上限1000万元

高净值感恩回馈款
2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私行感恩回馈
100万元起，上限5000万元

认购期

1月11日-1月15日

1月16日-1月17日

1月11日-1月16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1月11日-1月15日

1月16日-1月17日

当日购买，次日起息

1月11日-1月16日

1月11日-1月17日

风险等级

低风险

低风险

较低风险

永乐理财4月型预期年化收益率5.59%、5.55%等

首府店:丽州北路 278 号（丽州首府门口）87119096
溪 心 店: 溪 心 路 385 号（丽 州 一 品 对 面）87118818
公园店：公园里8幢7号（龙川公园对面，阿庆嫂往东50
米）87119526、87111047、87113105、87119506
金 胜 店 ：金 胜 路 68 号（房 管 大 楼 对 面）87129017
华丰店:华丰东路 27 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0
南苑店:南苑东路 27 号（建行南苑网点旁）87103516

★邵宅铭苑现有少量全新双拼别墅出售，占
地面积约118㎡，建筑面积约425㎡，毛坯，带
花园，人车分流，小区环境优美；
★国有出让用地，70年产权；
★售价：310－350万元左右,首付20%起。

永康四联房产代理销售

邵宅铭苑全新别墅转让
可办按揭贷款，首付低，按一手房交税，税省。

招 聘
本公司因项目需要，特招聘以下工

作岗位：公司项目销售经理一名；客服专
员一名，要求熟悉行业管理，待遇面谈；
销售顾问数名，要求年龄18-25周岁，有
房产销售经验者优先，底薪 3500 元+提
成。以上岗位，一经录用享受四险一金
和公司相关福利。

电话：程13980129634 87835888
永康市古山农贸市场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0日

减资
公告

浙江民本工贸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决议：注册

资本从捌仟万元减至贰仟万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本公司通知的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

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做出决定，并于

该期间内通知本公司，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公司减资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陶然 联系电话：87225087

浙江民本工贸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