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头塔海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华溪

北路 1 号商业大楼（原美铃酒店东侧）

共 4 个单元，公开出让。10 号楼商业

裙楼（塔海桥头）1-3 层约 7000㎡招

租。即日起接受报名，详询拆迁办：

333046，628862。

公开出让

根据中央环境保护督查永康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永康市关于做好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件整改“后半篇文章”的通知》文件要求，现将我镇环
保督察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1月12日至1月18日，共7天。

如果对该问题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反馈。
联系电话：0579-87355002，联系地址：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石柱镇石柱村新大街9号）。

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
2021年1月12日

永康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件
（受理编号X2ZJ202009100083、X2ZJ202009280015）销号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X2ZJ202009
100083

X2ZJ202009
280015

举报内容

3、永康市石柱到壶镇、磐安、临
海 322 省道上，在石柱垃圾中转
站与 140 公路里程石碑之间，面
对石柱枫树塘小水库的小路上有
一处两扇大铁门整日关闭的地下
黑工厂，收购废旧的化工、农药大
铁桶，加工铁板，污染环境。

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鸿源实业厂
内，几家违法生产胶水的厂家，无
环保设施，异味严重影响周边村
民。

污染类型

水，土壤

大气

是否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调查核实情况

信访交办件反映的“地下黑工厂”实为
应志松的废旧设备回收点。
经核查应志松回收点现场未发现化工、
农药大铁桶，未见废旧回收物品及破拆
设备，未发现铁桶类的埋藏物。经进一
步调查，应志松因个人原因 9 月 4 日将
回收的废铁桶搬至永康市芝英镇郭山
村明珠路 138 号旁小屋内。对该点检
查发现，应志松（废旧设备回收户）无许
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的经营活
动。

经核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王操（胶水加工户）、王伟（胶水加工户）
未经工商注册，胶水加工生产建设项目
未批先建，未验先投，未建设污染防治
设施。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一百一十
四条的规定，对应志松（废旧设备回收
户）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二）委托有资质的永康市供联丽都环
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存放于永康市
芝英镇郭山村明珠路 138 号旁小屋内
的废铁桶进行依法收运。（三）应志松

（铁桶加工户）已经搬离，已整改到位。

（一）鉴于两家胶水加工户生产规模小，
环境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严重影响，
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对王操（胶水加
工户）、王伟（胶水加工户）予以关停，目
前 2 家加工户已搬离。（二）下一步永康
市石柱镇人民政府将加强后续监管，强
化企业服务，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生产。

问责情况

无

无

招生专业：法学/会计学/金融学/工商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市场营销/汉语

言文学/行政管理/化学工程与工艺/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机械工程/经济学 /电子商务/环境工程/药学/护理

学等专业。

报名地址：永康市区解放街10号三楼永康电大办事处

永康市东城街道学院南路16号电大招生办

联系电话：87117906、89263118 招生QQ群：339830171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大）/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
2021年春季大专/本科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永康市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项
目改造工程向社会公开招标（造价约
396 万元）。请同时具备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和钢结构工程专业承
包叁级及以上资质,且在《中国永康》
网站永康市建筑业企业诚信录入名
单中公示的单位,带相关资料于 1 月
13 日至 15 日 17 时到丽州南路 58 号
四 楼 报 名 。 详 询 ：13858939145、
659145吕。

永康市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2日

招标公告
我集团市场管理人员服装采购

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望具备相关资质
的单位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1月14日17时前
报名地点：五金城集团办公楼 3

楼6328室报名
联系电话：87071581 399591

浙江中国科技五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招标公告

减资公告
永康市龙腾数码城有限公司经股东会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决议：注册资本

从壹仟万元减至壹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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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黄河 联系电话：18268077777
特此公告

永康市龙腾数码城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公 告
兹有王美红、何飞彪户，坐落在东城金城路 888 号 2 幢 2 单元 301室的不动

产，为钢混结构，不动产建筑面积 142.8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0.52 平方
米。房权证号：永康房权证东城字第00014580号、共字第03698号；土地证号：
永国用(2008)第2092号。因何飞彪已于2020年7月1日死亡，现经其法定继承
人共同约定：该不动产权由王美红继承。现王美红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
及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 3 个月内提交书面异议报告及相关材料，逾期将
予以办理不动产权转移手续及产权登记。

联系电话：0579-87101626、0579-87101625
特此公告

永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6日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下午 2:00 在金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康
市分中心（金城路518号汽车东站大楼九楼）召开拍卖会，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九铃西路1146号3间店面二年租赁权，面积约50㎡，起拍价2.2万元/年。
2.清溪镇清溪村老粮管所宿舍三年租赁权，面积约100㎡，起拍价1.4万元/年。
3.清溪镇清溪村粮管所食堂二年租赁权，面积约40㎡，起拍价0.3万元/年。
4.九铃东路3290号4-6店面三年租赁权，面积约150㎡，起拍价12万元/年。
5.九铃东路3290号1-3店面三年租赁权，面积约100㎡，起拍价16万元/年。
6.江南街道西卢村富山粮库三年租赁权，面积约400㎡，起拍价2万元/年。
7.花街镇倪宅粮管所综合楼三年租赁权，面积约800㎡，起拍价5万元/年。
8.花街镇倪宅粮管所店面三年租赁权，面积约480㎡，起拍价7万元/年。
9.古山镇世雅综合楼三年租赁权，面积约306㎡，起拍价25万元/年。

10.方岩镇派溪村方岩粮站二年租赁权，面积约500㎡，起拍价2.5万元/年。
11.九铃东路3015号2楼二年租赁权，面积约300㎡，起拍价2.5万元/年。
12.九铃东路3015号5楼二年租赁权，面积约300㎡，起拍价1.8万元/年。
13.供销大厦7楼办公室三年租赁权，面积约546㎡，起拍价10万元/年。
14.南苑路2号东面1-2楼三年租赁权，面积约400㎡，起拍价15万元/年。
拍卖保证金：1、2、6、7、10-12 号标的为 1 万元/标的；4、5、8、13、14 号标的

为 3 万元/标的；3 号标的 0.1 万元；9 号标的 5 万元。招租要求：除易燃、易爆、噪
音、有污染及危化品外，符合卫生、环保、消防安全要求的行业，且11-12号标的
不允许住人。

欲竞租者请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至 1 月 20 日止交足保证金，到华丰西路
123号二楼办理报名手续并交100元报名手续费。

电话：87181448 13858900779 760779 13758970022 670022
浙江方圆拍卖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21年1月12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因线路检修，2021 年 1 月 17 日
9:00-15:00 前黄 K668 线下朱支线
后段停电。

因线路检修，2021 年 1 月 17 日
9:00-15:00 颜宅 K125 线黄园支线
后段停电。

遇雨顺延。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
公众号“国网浙江电力”查询，咨询电
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停电预告
永康市幸福里精厨已于元

月6日开业，主推精品湘菜﹢永康

土菜。高档装修、中档消费，开

业期间有优惠。

地址：永康市紫微北路320号

订餐电话：87191008

18257993000

开业大吉
坐落在古山镇坑口村工业区厂房

一幢，占地面积3618平方米，建筑面积
2658平方米。现对外公开招租。

报名时间：2021年1月11日-17日
电话：15088224888（陈）

13806770223（朱）
13705895528（朱）
永康市古山镇坑口村村委会

2021年1月11日

招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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