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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出租
东横街（少年宫对面）沿街商业
店面房 330m2，可分割出租，地
理优，环境美，设置全，适合做各
种商业店面，更适合银行入驻。

电话：13775126736张先生

专业评估二手车价格

地址：中吴大道 1267号

汽车抵押借款
电话：15295129111

注册号：
32040000001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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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提醒：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双方相关证

件，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电
话
86688026
13701502881

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
创始人 宋振江 主任律师

电话：8680114813806116148
地址：常州申龙商务广场东座 13楼
网址：www.songzhenjiang.com

资深的紧密型专业团队
专注于公司类高端运作

★法律咨询★★法律咨询★

免费珠宝鉴定
房地产一站式服务

地址：延陵中路房地产交易市场西侧
融资热线：85388888

商务部批准正规典当企业
房地产、金银珠宝、汽车典当

证券市值借款 大额借款首选

名品汽车典当，当天放款
费率优惠 开业有礼

葡京
典当

抵押贷款服务，同业利息较低

服务热线：89965992葡京易贷葡京易贷

专业解决脱发、白发

让您年轻十岁不是梦

·不用涂药
·不用手术
·立即改变

武青北路店：88126675www.czjdbf.net
香江华廷店：15995081293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常州京都补发
★生发补发★★生发补发★

专业汽车房屋抵押
1、贷款车、全款车、公司车、外地车
2、商住房、私房
13775237177
网址：www.c2cbank.com

★房产信息★★房产信息★ ★车辆信息★★车辆信息★

靖江城南园区有工业用地 30亩，双
证齐全，需要电联。18262317788

厂 房 出 售

免费热线：400-0404-858宝祥典当
全资国有 诚信至上
房地产、汽车、珠宝、和田玉

专 业 办 理

即到得款、收购各类汽车

中吴大道 1267号

汽车抵押借款
电话：18861466667

注册号：
320400000033016

谷雨琦遗失 320461422出生
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电话：88135500

外墙、室内、地面清洗、
打蜡抛光、地毯清洗、空
调维修拆装、落水管、搬
家搬厂、专业疏通管道

桃
园

搬家清洗起重

电话：85312558

室内外清洗、外墙、地面清洗，打蜡，
地毯清洗，涂饰防水，搬家搬厂，拆
装维修空调、落水管，疏通管道

顺
发

搬家清洗起重

青山汽吊出租公司

8T-150T
汽吊、叉车出租
搬运机器、安装
电话：

!!!"!#$% !!%&&%## !!!%'(#!

搬家搬厂，室内清
洗，疏通管道，空调
拆装，长途运输。

电话：
!!!!"#"$

天
龙

搬家清洗汽吊

省市政府家政服务业指定单位、三星级企业

搬家 清洗
起重 搬厂惠

好
!!""##""

汽吊叉车出租、涂料翻

新、疏通、高空作业、吊

篮出租、钻孔、家庭单

位常年保洁、机器移位

惠好郑重承诺诚信服务

新惠搬家清洗
搬厂起重、空调拆装维修

疏通管道、水电安装维修

电话：85221851

电话：85307808

外墙、室内、地面清洗、
打蜡抛光、地毯沙发清洗、
空调维修拆装、落水管、
搬家搬厂、专业疏通管道。

搬家清洗起重旺
顺

规划指标要求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
出让年限
（年）

保证金
（万元）

起始价
（万元）

增价规则及幅度
（万元)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土地
用途

JZX20140401 ZX-020602-1地下空间 38791 商业 ≤0.5 — — 40 7000 34920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2 ZX-020602-2地下空间 43707 商业 ≤0.5 — — 40 8000 39340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3 ZX-020602-3地下空间 50277 商业 ≤0.5 — — 40 10000 45252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4 ZX-020602-4地下空间 40178 商业 ≤0.5 — — 40 7300 36162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5 ZX-020602-5地下空间 47328 商业 ≤0.5 — — 40 8600 42600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6 ZX-020602-6地下空间 43086 商业 ≤0.5 — — 40 7800 38780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7 ZX-020602-7地下空间 43881 商业 ≤0.5 — — 40 7900 39500 200或
其整数倍

JZX20140408 通江南路西侧、天龙路北侧 4240 商业 ≤3.0 ≤45% ≥20% 40 5724 5724 50或
其整数倍

常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
经常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常州市国土资源局对下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规划基本指标（以竞买资料为准）

二、经市政府同意本次出让地块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
权由政府收回，由征收实施单位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进行安
置补偿，完成安置补偿后，依法办理注销登记。

三、竞买手续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
竞买。有意向者可于 2014年 7月 9至 2014年 7月 11日
下午 5点前到市土地交易中心购买地块挂牌资料，并于
2014年 7月 23日下午 4点前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需提
供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正本复印件、法人代码证书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
委托人身份证明等文件。经资格审查，具有竞买资格的竞买
人须于2014年7月 24日下午 5点前缴纳地块竞买保证金

并进行一次有效报价后，方可参加本次出让活动。
四、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
五、挂牌时间及地点
本次公开交易将于 2014年 7月 14日至 2014年 7月

25日在常州市土地交易中心交易大厅公开进行。
联系地址：常州市土地交易中心（太湖东路 103号 1号

楼11楼）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519)88060878
网址：http://www.czlra.gov.cn

http://www.landjs.com
常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6月24日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将
于 2014年 7月 8日 10时至 7月 9日
10时止（延时除外），不动产竞价周期
24小时，在钟楼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
64813.0.0.3adw9O&user_id=193442
8262）进行公开拍买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常州市德美机械
有限公司位于寨桥镇工业集中区的厂
房、土地（建筑面积 22753.78㎡，国有土
地使用权面积24023㎡）

二、信息查询：上述拍卖标的物介
绍、拍卖须知、拍卖公告等详细信息可
在淘宝网（网址：www.sf.taobao.com）
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网址：www.
rmfysszc.gov.com）上查询。
三、联系电话：0519-83907119；
监督电话：0519-85579393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司法拍卖

江苏九洲投资集团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向我局申请，对“劳动新村及
周边0203地块一期”方案进行局部
调整，经审查，符合相关要求。请相
关利害关系人到“劳动新村及周边
0203地块一期”工地入口及现场售
楼处或登录常州规划网（常州规划
网 网 址 http://www.czghj.gov.
cn），查看《“劳动新村及周边 0203
地块一期”公示图》，并行使陈述申
辩权。公示时间2014年6月19日
-6月30日。

常州市规划局
2014年6月19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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