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因扩大投资经营，将盈利经
营中的面馆转让或承包。
电话：18266970997
荫温州泰顺一电站转让，交通
便，水源好，无纠纷，永久使用
权，可技改增容至 500kw 以
上。电话：18266941124 王
荫县城繁华地段精装修酒店，
1—3层共 2000平方米，经营
或转让。电话：15167970333
另招聘客房经理一名。
荫溪南汤饭店 6间 2层急转袁
价格面议。
电话：15088271635
（671635）

荫解放南街 102号（溪南商厦）
4楼出租，面积 430m2。
电话：13221299766（634469）

荫招聘兼职销售人员。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13506797439
荫熟溪街道办事处需招聘食堂
工作人员 2名，有意者请到熟
溪街道党政办报名，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87648018

13857922465
荫招聘咖啡导购员和收银员若
干名，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5857956616

（590616）
地址：福泰隆旁

荫县城紫金五圣俞源街 114

号店面单间出租。
电话：13566930406

荫现有香山御风园别墅出售。
面积 380m2。
电话：13605892374

荫武义永盛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荫 童 英 杰 遗 失 号 码 为
330723199701150037 的身份
证，声明作废。
荫徐国安遗失坐落后宅三巷
13号，证号为武国用 1994第
001060号，地号 0109699—2，
面积 59.8m2 的土地证，声明作
废。
荫陈军委遗失坐落县城大桥南
路 34号的门牌证，声明作废。

招 聘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

企业法》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现就开展 2012年度企业年检工作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凡于 2012年 12 月 31 日前登记注册的各类
企业 （不含农民专业合作社） 及分支机构、营业单

位，均应参加 2012年度企业年检。
二、年检起止时间为 2013年 3月 1日至 6月 30

日；对不按照规定接受年度检验的，年检机关将依法

予以处罚，直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三、提交财务审计报告的企业范围：（1）外商
投资企业； （2） 股份有限公司； （3） 一人有限公

司； （4） 小额贷款公司； （5） 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投资、担保、拍卖、典当、寄售、资产评估、人

才中介及培训等经营活动的企业；（6） 2011年 7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新设立的实收资本在
100万以上（含本数）的公司；（7）信用监管等级 B
级以下（含 B 级）的企业；（8）三年内有违法出资
行为的公司；（9）年检审查中发现异常情况需要重
点核查的其它企业。

四、外商投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登录浙江省工

商局门户网站 (www.zjaic.gov.cn) 网上年检系统申报年
检，内资企业登录金华市工商局门户网站 (www.jhgs.
gov.cn) 或武义县工商局门户网站（http://www.zjwygs.
gov.cn/） 网上年检系统申报年检。企业在网上提交
《年检报告书》后，工商部门预审核并直接在线反馈

审核意见。网上预审核通过的企业，根据预审核意见

要求，携带年检报告书（打印件）、营业执照副本等

年检材料到工商部门指定的年检机关办理受理审查手

续。

五、联系方式

桐琴工商分局 0579-87701382
武阳工商所 0579-87676506
开发区工商分局 0579-87668984
下杨工商所 0579-87790136
柳城工商所 0579-87880134
县工商局 0579-87878256

武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二茵一三年三月七日

受法院委托袁 于 2013年 3月 26日 (星期二) 上午 10时在武义县阳山路 18号天元假日
酒店二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武义县温泉路 5号宏福大厦 7楼 701室房屋，建筑面积 167.8m2,辅房 4.92m2。起拍价
65万元，保证金 8万元。

2.武义县泉溪镇新屋村四层房屋一幢，房屋总建筑面积 696.03m2，土地使用权面积
152.8m2（出让住宅用地）。起拍价 110万元，保证金 15万元。

报名、咨询、预展时间及地点：即日起至拍卖会前有意竞买者凭有效证件和已交保证
金银行回单到金华市李渔路 1103号宝莲广场 A座 908室办理报名手续，在标的所在地预
展，竞买手续可在拍卖会前现场办理。保证金交款户名：金华市正得拍卖有限公司。开户
行：中国银行金华广苑支行。帐号：372758353270（保证金须在 2013年 3月 25日下午四
点前交入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如竞买不成功，保证金可在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
计息。

注：请拍卖标的相关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届时参加拍卖会，缺
席者将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标的产权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若
上述标的撤拍，委托人和拍卖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与费用。）

联系电话：82388912 82388676 18957998889 法院监督电话: 87629818
网址：www.jhzdpm.com www.rmfysszc.gov.cn (法院）

金华市正得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1日

地址院 武义县武阳西路 源号 邮编院 猿圆员圆园园 赠阅管理院 武义县新闻传媒中心发行部 联系电话院 8苑远远愿员员园 金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广告许可证院 猿猿园苑圆猿源园园园园园圆

2013年 3月 11日 星期一4 责任编辑院 余嘉 排版院 邹婧

电话院 87673920 广而告之
GUANGERGAOZHI

受有关单位委托，于 2013年 3月 27日上午 9时在本公司交易厅举行拍卖会，具体事
项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参考价：
武义县熟溪街道永武线边、东南工业区南西路口 （原武义腾兴机械厂）地块新建套

房，共 18套（正在办理变更为出让商住用地），建筑面积每套约 86m2至 89m2不等，起拍
参考价按不同单元和层数从每平方米 5300元至 5800元不等 (详见拍品清单)，参与竞拍保
证金 25万元/套。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勘察标的，有意者请于 2013年 3月 26
日下午 4时 30分前到解放北街 12号本公司办理报名竞买手续，报名时须同时提供：1.有
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如委托他人代理竞买手续，须携带经公证或由本公司确认（委托双

方须带齐有效证件到本公司书写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书；2.交纳规定保证金的银行回单。
如上述证件、交纳保证金银行回单手续不齐、超时等，本公司恕不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

者，保证金如数退还，不计息。

三、咨询电话：13868902528 0579—87623591

金华市武阳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3月 11日

武阳 拍 卖公 告 正得拍卖公告

关于开展 2012 年度企业年检工作的公告

根据开发区建设需要，要求坐落

在龙康山地段征地红线范围内的坟墓，

于 2013年 3月底前迁移完毕。有关迁
坟手续请各坟主到所在村委会登记办

理。逾期不迁移的视作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浙江省武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二茵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迁坟公告3D、5D家庭影院
在家享受大型影视体验
金华创精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设计、销售、安装 KTV、大中小
型会议室及家庭影院；3D、5D 影院
加盟。

加盟电话院 4001146886
联系人院 邓先生
手机院 13605726119

渊639119冤
地址院 武义火车站斜对面

阳光小区 18号
网址院http://www.kehuan5d.com/

允蚤灶砸蚤 宰怎再蚤
25字 /60元
不足25字按25字计

遗失声明

出 租

转 让 出 售

http://www.zjaic.gov.cn)
http://www.zjwygs
http://www.jhzdpm.com
http://www.rmfysszc.gov.cn
http://www.kehuan5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