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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户口迁移若干规定（试行）》出台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省政府和市政府

要求。
推行本市内人员自由落户

相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文件精神，加
快推进我市户籍制度改革 ，推动我市人

实行城区及各县（市）城镇范围内三

口、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升我

代以内直系亲属实际居住可投靠政策、放

市城镇化水平，日前我市制 定出台了《嘉

宽本市居民城区落户、父母投靠条件，鼓

兴市户口迁移若干规定（试行）
》
（以下简

励本市农民进城落户。
规范五种类型户口办理政策

称《规定》）。

针对我市户籍管理中涉及群体较多、

规定曳
主要内容院
叶

群众反映较强烈的事实收养无户口人员
落户、
“红线区”持续核准户口办理冻结、

回归人员父母一并落户政策。

准予有合法稳定住所人员落户

录用（聘用）或者调入人员，高校和职业院

全市全面取消购房落户面积限制，允

校毕业生落户办法。调整了大专及以上学

许城区、城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人

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和取得技师及以上国

员，在居住 地取得《浙江省居住证》条件

家职业资格证书人才落户政策，取消了原

对连续经商办企业人员、居住５年以

下，当事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

有缴纳本市社保１年条件，调整为要求在

上的举家迁移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农民

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申报落户，其中城

居住地取得《浙江省居住证》。新增符合我

工和护理人员等具有专业技能、从事特殊

区申请落户时连续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养

市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适应我市市场竞

职业群体人员，符合条件经核准允许落

老保险达到５年。本省户籍满５年的人员，

争环境所需人才、效益企业中骨干、留学

户。

可以不受上述条件限制。

回国人员、文化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行

统一亲属投靠政策落户

放宽人才落户门槛

业紧缺急需的专门人才和突出贡献人员

取消亲属投靠住房面积限制，统一投

员，按各地购房落户政策符合落户条件

规范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

落户政策。允许顶尖人才、高端人才、浙商

靠方房屋产权属性及老年父母投靠年龄

的，可在三年内延用政策办理迁移落户。

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五家有

保证“钱证两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障

其中海宁 、海盐、桐乡各 ２宗，平湖１宗，更

意向开展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的银行参

二手房交易主体的利益，降低交易风险，

有２宗地块触及限价 。３月７日，海宁迎来

加座谈会，各银行的相关负责人与技术人

保障最终交易的安全性；有利于规范市场

开年后首场土拍，浙江中天以封顶楼面

员参与讨论。

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持续发

价９０１４元／平方米＋配建８１００平方米保障

展。

房拿下海土字１７２５８号高新区宅地。斜桥

会议详细讨论了二手房交易资金监

允许有能力在我市城区尧城镇就业生

农村跨村建房户口迁移、特殊情形户口投
靠公婆（岳父母）、农村户内分户等五类户

活的人员落户

口办理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政策予以解
决。

执行时间
本《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试行。对
《规定》出台前已在本市城市、城镇购房人

管业务的流程、具体实行方案等。同时市

镇海土字１８００４号地块，则被首入海宁的

住房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建议各银行，在设

３月嘉兴土地平静收官

融信收入囊中，总价５７０００万元，折合楼

市住房保障局召开二手房资金监管工作

置办事流程时必须坚持“便民原则”，将资

７宗地块吸金１．５６亿

面价７２００元／平方米，溢价率６０％。３月２２

座谈会

金监管、银行贷款等事项进行业务整合，

３月份嘉兴市本级共有７宗地块成功

日，佳源以９９０３元／平方米的楼面限价 ＋

提供一条龙服务，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

出让，且清一色为工业用地。全月土地成

配建４１００元／平方米保障房，拿下位于桐

更方便的服务。

交 面 积 为 ３２．２９ 万 方 ， 同 比 去 年 上 涨

乡梧桐 街 道 的 桐 土 储 ［２０１７］５０地块，同

１１０．５％，总成交金额为１．５６亿元，同比下跌

日，另一宗与其相距不远的桐土储［２０１７］

６９．６％。

４８地块，则被荣安以 ６５３０元／平方米楼面

为进一步保证二手房交易资金安全，
规范二手房交易市场秩序，进一步完善二
手房交易制度，日前市住房保障局组织召

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的开展将从根

开了二手房资金监管工作座谈会议。会议

源上解决交易资金付款的难题，避免挪用

邀请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

二手房交易资金、卷款潜逃等事件发生，

五县共有 ７宗涉宅类用地成功入市 ，

嘉兴广电报房产周刊联合嘉兴人网房产版块（ｈｔｔｐ：／／ｈｏｕｓｅ．ｊｘｒｔｖ．ｃｏｍ／），全
力打造个人房产转让、出租、求购、求租等信息免费刊登，广电报嘉兴人网房产
工作室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
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加入ＱＱ群：４６７４５５９７７或拨打房产热线：１３１０５７３８０７０
出租越秀北路洪波路口同创公寓，里面的一间房间
出租，面积１２平方，已有两名男性房客，其他厨卫，客厅共
用，月租４００元，适合不烧饭的男性租住。
联系电话：１５２０５８３００６２
出售禾兴北路２７６号嘉房房产３楼，办公用房，３８２平
方米，价格面议。联系人：汪女士，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
出售建国金茂商务楼２楼，７５４平方米，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
联系人：汪女士
出售盛世豪庭小区门口（沿内街），１３０平方米，租金６
万／年，租售均可，价格面议。联系人：白女士，１３５８６３３２６１８
出租洪波路１７０平方米，
卫
６楼带跃层，４个空调，３张床，
生间３个，
租金面议，
长租优惠。
联系人陈，１３７３８２５１５４２
出租协和广场１幢１１１９室单身公寓，
精装，４８平方米，
租金
每月１２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联系电话：
１３０６７６２０９６７，
胡女士
出租斜西街５００号整栋，共三层，每层７间，共５５２平方

遗失
声明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润丰经纬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袁
遗失 注册号院３３０４１１６４００２６９３７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润丰经纬厂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芳雅服装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袁
遗失 注册号院３３０４１１６４０１１３３６６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芳雅服装厂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遗失声明院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媛媛绣花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袁
证号院
９２３３０４０２ＭＡ２Ｆ１ＫＸ４７８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媛媛绣花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米。原为餐饮店，水电设备齐全，无转让费，租金面议。
联系人：洪先生８２９１５０８２
出租嘉兴大年堂前街（嘉兴商城附近）店面加住房共８０
平方米，
带一个８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
租金面议。
联系人：张女士１３７５７３３７２９５
出售春波坊店面一楼一底，面积４４．２平方米，价格５５
万元，随时看房。联系人：王女士１５６６９３２５２５７
出售晴湾一期，１室１厅１卫 （可做２室），面积约５７平方
米，精装修，价格９８万元左右。
联系人：何女士１３９５７３２８１４２

价拿下 。

联系电话：１８２５７３２００５８
出售亚厦风和苑三期，多层顶跃，户型面积１８０平方
米，三室两厅两 卫，精装修，带自行车库和汽车库，价格
２００万元左右。联系人：张女士１３９６７３９９１９０
出售市区清河西区一楼（楼下是自行车库，实为二
楼），二室一厅一卫，面积约５５平方米，前面是小区公园，
无遮挡，采光好，中等装修，
辅成小学学区房，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１３８６７３８６９８０
出租越秀北路和洪波路口的同创公寓一楼大套的一
间出租，月租５００，房租一月一付，适合不开伙仓的单身男
性居住。电话１５２０５８３００６２

出租蓝天嘉苑住房１３３平方米，
三楼，毛坯，设施齐全！拎
包入住，
１５００元，
四房。
联系人裘先生，
１３９５７３４７１８４

转让一辆２０１０年４月的现代雅绅特，里程数１０万公
里，无重大交通事故，无泡水，开不坏的神车，有刮檫，电
瓶刚换，四轮胎 新的 ，平 时上下班开开，２．５ 万，看中可商
量，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１３９５７３４７１８４

转让洪波路３５３号（洪波菜场边上），二楼店面，约２００
平方米，原先经营ＫＴＶ，内有１０个包厢，价格面议。

出售松鹤里社区２幢一汽车库，面积约２０平方米，价
格面议。联系人：沈女士１７７０５７３３１７５

遗失 副本一份袁注册号院３３０４０３６２００２３４９８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经开韩都足浴店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东悦海阁酒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遗失 一本袁注册号院９２３３０４１１ＭＡ２ＥＹＨＡＥ３Ｔ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东悦海阁酒店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朵拉化妆品店 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
遗失 本各一本袁注册号院９２３３０４１１ＭＡ２９ＦＤＹＷ４０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朵拉化妆品店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福嘉箱包配件厂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 各一本袁注册号院９２３３０４１１ＭＡ２ＥＷＸＤＸ０９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福嘉箱包配件厂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遗失声明：嘉兴市经开韩都足浴店不慎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减资
公告

根据嘉兴兴阳光伏能源有限公司２０１８ 年４月１０日股东决
定袁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原 ５０００万元减至５５２．２万元袁请债权
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三十日内袁未接到通知的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遥特此
公告遥
嘉兴兴阳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２日

院
遗 失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份
声明作废遥
袁注册号 ３３０４１１６３００９６６３０袁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良华塑料制品加工厂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苗苗日用品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遗 失 一本袁注册号院９２３３０４１１ＭＡ２Ｆ１ＥＣＢ４Ｊ 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苗苗日用品店
声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遗失声明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良华塑料制品加工厂遗失个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