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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您的资金与交易安全，依
据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要求，我行将
开展个人客户信息完善工作。如您在
网银、掌银、超级柜台等渠道收到提
示，请及时补录职业、性别、住址、固定
电话等四项信息；如需补录或变更姓
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证件有效期、
手机号或国籍，请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及卡（折），到我行任意营业网
点柜面办理。

请及时来完善本人信息，以免影
响您后续业务的正常办理，如您未携
带证件，又急需办理业务，请与大堂经
理联系，或致电我行客户服务热线
95599。感谢您的支持，我行将持续为
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

特别提醒：不要轻易相信非农行
渠道传播的任何信息，严防诈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

关于完善个人客户信息的公告

新建缙云厂房10万平方米，现对土

建、安装、钢构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欢迎

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

钢结构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施

工单位携相关资料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

至2018年4月18日前来报名。

详询：13758982730 557730

群升集团
招标公告

永康市古山镇小城市培育试点综合开发一期——山水
一品土石方工程，第一次开标由于特殊原因未能成功，现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面向社会第二次公开招标，现将报名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本项目±0.00以上挖方158868.55m3，其
中土方52282.81m3，石方106585.74m3。

二、工程地点：永康古山镇
三、工程预算：3643028元
四、资质要求：投标人要求具备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

资质；项目经理需由取得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的人
员担任。

五、报名时间：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0 日 17 时止
（节假日除外）。

六、报名地点：永康市丽州南路58号四楼
七、联系电话：0579-89262188 13605897656
八、报名时需带材料：介绍信、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

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并装订成册。

永康市古山小城市服务功能区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城北东路（人民小学东侧）临时生态停车场建设工
程，根据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招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本工程为永康市城北东路（人民小学东
侧）临时生态停车场建设工程，道路路面结构为（树脂封闭
保护层+墨绿色彩色面层）+混凝土+碎石垫层；停车位采
用荷兰砖+水泥砂浆卧底+素砼+碎石垫层；另有苗木种植
绿化等。

二、工程预算：549761元
三、资质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等级的企业；项目负责人须具有市政工程专业贰级
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证书。

四、报名时间：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4 月 23 日（双休日
除外）

五、报名地点：永康市金城路1051号2楼
联系电话：0579－87131823

六、报名时需携带：企业介绍信和被介绍人的有效身
份证明；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
负责人证书，报名时必须提供以上所有证件的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

永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7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城西新区火炉坑水库以东

地段块石浆砌挡土墙承包，总投资大约
20万元。望有实力的施工队前来投标，
并交报名费300元。

报名时间：2018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16:30止

联系电话：87288660
地点：永康市云湖投资有限公司二

楼（小东陈村路口）
永康市云湖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村溪湖公园与长廊公园连接线改造
工程及“中国楹联文化村”立碑的基层部
分工程招标，约 40 万元，请同时具备市
政总承包及建筑总承包叁级以上资质的
企业携介绍信、三大证，项目经理证书（2
个专业同时具备）复印件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至 20 日 16 时止到高川花苑物业楼
3楼报名。电话：18257866877。
永康经济开发区夏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芝英镇马坊村综合楼工程，由于特殊原因开标

未能成功，根据工程实际需要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拟向社

会公开招标。现将报名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建筑占地面积 558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约1182平方米，建筑层数三层。

二、工程地点：芝英镇马坊村

三、工程预算：约108万元。

四、资质要求：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及以上资质等级,项目经理具备贰级及以上建筑工程注册
建造师资格。

五、报名时间：2018年4月19日至4月20日16时止
六、报名地点：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永康市丽州路58号四楼）
七、联系电话：0579-89262188 13605897656
八、施工企业报名时需携带下列材料：介绍信、企业营

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证资格证书
复印件加盖公章并装订成册（提供原件审查）。

永康市芝英镇马坊村
浙江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工作职责：
1、负责小记者工作建设和活动策划，并落实、执行；

2、能配合领导协调整个活动的进展。

岗位要求：
1、政治素质好，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

2、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中文、新闻、策划、师范类相关专业优先；

3、具备一定文字功底、摄影技能、活动组织能力；

4、有相关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运营经验者优先。

报名时请带上身份证明、毕业证明和个人简历。

报名地点：市总部中心金贸大厦3楼综合办或发送至邮箱174489662@qq.com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4月20日

联系电话：0579-87138015 13858901366

永康日报小记者工作室招聘工作人员2名

永康市芝英镇前俞村道路硬化工程
招标（造价 322496元），欢迎具备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施工
单位，带相关资料盖章复印件报名。

报名时间：2018 年 4 月 17 日-20 日
16时止

报名地点：总部中心金州大厦12楼
联系电话：0579-89285589

永康市芝英镇前俞村村委会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四联房产连锁品牌，更值得信赖

买卖房找四联房产
★8家连锁门店,数十人为您服务
★交易资金银行介入监管，更安全

★可代还卖方原贷款,交易更安全,费用低
★套房\别墅\店面\厂房等数千套房出售

首府店:丽州北路 278 号（丽州首府门口）8711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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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庆 嫂 边）87119526
城东店:城东路 567 号（盛武肥牛对面）87118998
城 南 店: 城 南 路 128 号（丽 州 中 学 旁）87115608
金胜店：金胜路 68 号（房管大楼对面）87129016
华丰店:华丰东路 27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1
南苑店:南苑东路27号（建行南苑网点旁）87103520

永康经济开发区陈路塘村1#厂房工
程，预算为900万元，因第一次招标有效
投标人不足三家，现对该项目施工监理
进行重新招标，请具有综合资质或房屋
建筑工程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的企业
前来报名。

报名时间：2018年4月18日至23日
报名地点：永康市金城路1053号2楼
联系电话：0579－87131823

永康经济开发区陈路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4月17日

重新招标公告

永康市西溪镇柏西村为建设美丽
乡村，全村弄堂用防滑青石板铺垫（铺
垫面积 2000m2，青石板厚度 3.5cm，长
度 60cm，宽 度 30cm，148 元/m2 往 下
投），于2018年4月22日13时在村会议
室投标，投标时交报名费200元。

报名时间：2018年4月15日-21日
电话：13506792863 564293 董

13735701243 661243 吕
永康市西溪镇柏西村村委会

2018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前仓镇杨横坑村道路硬化建

设工程，拟公开招标。造价约20万元，请
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三级及以上的
企业携介绍信、三大证、项目经理证书复
印件加盖公章到永康市高川花苑物业楼
三楼报名，时间：2018年4月19日-20日
17时止。

电话：13486990293
永康市前仓镇杨横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8年4月17日

招标公告

位于永康市城西新区王慈溪小学

旁六间店面招租，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

19:00 在王慈溪村办公大楼招标，交报

名费200元。

报名时间：2018年4月17日-19日

电话：573612谢

13735706767 566768王

永康市城西新区王慈溪村村委会
2018年4月16日

招 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