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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宿舍改造
工程现公开招标：约66万元，欢迎具备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
质的施工单位，携介绍信、营业执照、资
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派项目经理
资格证书、诚信录入证明于10月15日至
16 日 16 时前，到国际会展中心 6612 室
报 名 。 详 询 ： 0579-86515520/
637250。（本次招标采用红黑名单）

永康市公安局
2018年10月12日

施工招标
永康市公安局龙山派出所停车场改

造工程现公开招标：约16万元，欢迎具备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
资质的施工单位，携介绍信、营业执照、资
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派项目经理
资格证书、诚信录入证明于10月15日至
16日16时前，到国际会展中心6612室报
名。详询：0579-86515520/637250。

永康市公安局
2018年10月12日

施工招标
永康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门头改

造工程现公开招标：约7万元，欢迎具备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资
质的施工单位，携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拟派项目经理资
格证书、诚信录入证明于10月15日至16
日 16 时前，到国际会展中心 6612 室报
名。详询：0579-86515520/637250。

永康市公安局
2018年10月12日

施工招标
永康市石柱镇西贵村创建永康市

级森林村庄1500平方米片林和街角小

品绿化项目，现对外公开招标。

报名时间：2018 年 10 月 12 日-10

月13日

联系电话：13958449997 629997

永康市石柱镇西贵村村委会

2018年10月11日

招标公告

据悉，目前云游天下共享房车已
在天津、北京、河南、山东等省份完成
了招商工作，但距离正式投放运营车
辆仍有时日。“公司虽处于尝试探索
阶段，但自三月份招商以来，已获得
了全国范围 1000 多名代理商加盟，
预计大批量的房车于明年即可正式
使用，首次我们将投放 7000 余台。”
童朝说，现在他们正紧锣密鼓地安排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七大运营中心，用
于房车终端的运营调度。

但童朝也表示，在永康，由于各
方面的原因，当前整个运营氛围和体
系都还未成熟。一方面，市民的意识
和素质都未到位；另一方面，由于意识
不足而导致的市场需求不大，共享汽
车的氛围没有形成。他认为，一旦租
赁站点确定且覆盖到位后，了解并使

用共享汽车的人会随之增加，氛围也
会越来越好，届时就能看到共享房车
在本地遍地开花。

从滴滴打车、共享单车，到捎客、
众创空间⋯⋯越来越多形式的分享经
济进入日常生活，并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在童朝、胡梦丹的眼中，永康
的分享经济虽多有阻绊，但市场潜力
无限。

□记者 应柳依

本报讯 1993 年，一幢名为新天
大厦的高楼在我市拔地而起，这便是
如今业内颇具口碑的浙江新天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梦想起航的港湾。历
时 25 载，截至目前，新天装饰已服务
了近 300 户业主，包揽了几百个工程
项目。客户转介绍率高达 60%的背
后，支撑着的是新天装饰几十年如一
日的品牌化经营、精细化服务的理
念。

其实，早在 1988 年，当人们都对
装修美学尚处于懵懂之时，新天装饰
的前身就已涉足装修建材领域。多
年来，新天装饰凭借过硬的品质铸就
了无数荣誉，它始终引领着装饰装潢
设计的超前理念，以严苛的标准自我
加压，其内控品质工艺更达到了高于
国家标准，并作出了防水工程保修 5
年、装饰工程保修2年、终身维修的承
诺，为满足客户需求不断加快前进的
步伐。据悉，新天装饰是我市首家通
过国家建筑装修装饰专业承包一级
资格认证。目前，该公司已获得各级
荣誉不计其数，其中，国家级荣誉 2
项，省级及以上荣誉上百项。

为了让本地的业主朋友能更清
楚直观地了解公司精湛的装饰装潢
水平和售后服务，21 日，新天装饰将
邀请数位 20 年前的老客户相约明珠
大酒店一起回顾公司的创业历程，更
向您发出诚挚邀请，做永康装修变化
共同见证人。届时，更有神秘礼品等
您来领！

寻老友 献恩情
新天装饰25周年
邀您共逐新天梦

□记者 徐赛瑾 通讯员 胡劲松

本报讯 日前，在了解了国务院
常务会议上提到的决定完善出口退
税政策、提高退税率，加快退税速度
等相关政策制度后，永康市税务局立
刻联系相关企业进行走访帮扶。

税务人员来到主营冲浪帆板的
永康市旺祥工贸有限公司，据悉，今
年因中美贸易摩擦，该公司承受了不
小压力。新政出台后，旺祥公司的冲
浪板从 13%的退税率提升到 16%，是
诸多受益企业之一。截至今年 9 月，
旺祥公司销售额已达1559万元，同比
增长180%。

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为外贸企业谋福利

分享经济下一个风口在哪里？

圈人脉话新茶道 租房车享慢生活

9 月 26 日，坐落在总部中心的共

享茶馆正式投入试运营，51 位合伙

人携手投下并开放 500 平方米的营

业场地招待志同道合的茶友，这也让

不少过路人不禁好奇，共享茶馆运营

模式到底如何？

走进共享茶馆，主厅靠门墙壁上

挂着一份贺信，是来自中国国际茶文

化研究会对全国首家共享茶馆成立

的祝贺。据相关资料显示，共享茶馆

的核心理念是采用城市合伙人机制，

共建共享，打造全球中国茶生态圈。

每个城市至多容纳三名加盟商，

而每家共享茶馆的合伙人数量上则

无上限。永康共享茶馆发起人胡梦

丹说：“现在我们有 51 位合伙人，为

避免冲突，大家所在行业不重复。大

家互相推广、消费，通过资源整合，合

伙人各取所需。有的人希望有个地

方能放松心情，有的人则想通过茶馆

交到朋友，还有的则是想有自己的茶

馆。”对于合伙人而言，盈利分红、室

内场地免费使用是共享的关键。而

从商业模式上看，共享茶馆以合伙人

模式为主，51 名来自各行各业不同

年龄的合伙人是共享茶馆资源共享

的核心。

相较于传统茶馆的消费人群主

要依赖茶馆老板的人脉与熟客的圈

子，消费群体相对稳定，受众范围有

限而言，共享茶馆在合伙人的基础

上，通过 51 位合伙人的裂变效应，不

仅保证原始客户群数量的广泛，还在

一定程度上拓宽受众范围。

在成都、杭州等省会城市，大众

茶馆成了百姓常去之处。“在永康，大

众茶馆还比较少，我们想以新的理

念、新的模式去做茶行业，最终目的

是推广茶道文化。”胡梦丹发觉，我市

有着不亚于一二线城市的分享经济

需求。

除了合伙人资源的利用，开展公

益活动也是共享茶馆吸引消费者的

方法。走进共享茶馆其中一个活动

室，6 张桌子分别配备 4条凳子，桌上

摆放成套茶具。平日里，共享茶馆的

6位茶艺师将进行公益茶道培训。房

间上方还装配了投影仪，便于开展汉

服文化等主题沙龙活动。胡梦丹说，

他们还将跟学校等机构合作，免费开

展公益茶艺讲座。

整合人脉资源 推广茶道文化

在第 23 届中国五金博览会期
间，不少参展市民都注意到一辆奇怪
的车辆，白色的车身，车头好似驮着
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最为不同的是，
车身一侧还贴着租赁的二维码标
签。这个备受瞩目的车辆就是当下
颇为热门的云游天下共享房车，早在
两三个月前就已登陆我市。

“共享房车的租赁模式主要有三
种，一种是分时租赁，也就是所谓的
共享汽车模式；第二种是加入会员，

相对适合长期租赁者；最后一种则是
先认购、后公司代为出租车辆，享受
车辆价值折现的优惠，目前这种情况
还不多。”云游天下永康地区代理童
朝说，分时租赁的收费是每日 600
元-1000 元，加入会员需 2 万元，但
日租金可减半，且前三年有 10 天免
费使用时间。

那么，随着共享房车的到来，它
将会给我市市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呢？

“首先，共享房车带来的肯定是
更加便捷惬意的生活，开车上路随心
随性，且可以欣赏沿途的美丽景致，
甚至还能节省不少住宿、伙食等费
用。”童朝举了个例子，一家人想要去
云南看印象丽江，他们可以提前两天
预定车辆，然后到永康本地租赁站点
直接取车使用，而车辆回收也十分便
捷，既可以还回旅途就近的租赁站
点，也可以在完成全程旅途后开回原
始出发地点。

随地租借房车 让旅行更自由

市场潜力无限 运营仍在探索

去年起，我市街
头巷尾出现了摩拜
共享单车的身影，然
而，就在本地市民骑
上“小黄车”的新鲜
感还未完全消退，共
享茶馆、共享房车等
新型碎片化资源整
合形式也紧挨着悄
然步入了市民的视
野，为人们带来了全
新的共享体验。

□记者 应柳依 王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