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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综合

公 告
根据台州市椒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 叶关于同意将

椒江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整合到椒江区道路运输管理局

的批复曳 渊椒机编 [2013] 39号冤 文件精神袁 撤销椒江区城

市公共交通管理所袁 拟向台州市椒江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申请注销椒江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所的事业单位法人登

记袁 现已成立清算组遥 凡与该单位有债权尧 债务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袁 三十日内与椒江区交通

运输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
话院 88881132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交通运输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

2018年 5月 23日

公 告
根据台州市人民政府 叶关于白云学校建设有关问

题协调会议纪要曳 渊台政办发 也2006页 24号冤 文件

精神袁 撤销台州市椒江区界牌中学袁 拟向台州市椒江

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台州市椒江区界牌中
学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 现已成立清算组遥 凡与该单

位有债权尧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袁 三十日内与椒江区教育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

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 88601500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教育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

组

2018年 5月 20日

公 告

遗失声明

遗失台州市椒江好运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税务登记

证正尧副本袁号码院浙税联字 33100268665813X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声明
遗失台州市椒江区黄礁中学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尧

副本袁证号院事证第 133100200105号袁声明作废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璐冤 据了解袁 今年 3月

以来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面推进食品小

作坊改造提升工作的基础上袁 结合椒江本地

特色袁 全力打造具有品牌意识的名特优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袁 力图促进全区食品小作坊

生产水平稳步提升遥
截至 4月底袁 我区食品加工小作坊达 53

家袁 其中 3家小作坊已被区市场监管局列入
省名特优小作坊重点培育名单袁 计划打造

野小而精冶 管理规范的精品小作坊遥

位于三甲街道的椒江区红玲食品厂就是

列入名特优小作坊重点培育的对象之一袁 该

食品厂主要生产黑米糕尧 洋糕等食品遥 列入

名特优小作坊重点培育名单后袁 极大地调动
了红玲食品厂软硬件改造提升的积极性遥 记

者在食品厂看到有原料库尧 粉碎间尧 搅拌间
等袁 车间全部根据工序分切尧 专间作业袁 每

个车间之间采用彩钢板间隔袁 其硬度高尧 易

拆卸可重复利用遥 在员工更衣室袁 配备了紫
外线灯尧 感应式水龙头尧 全自动感应消毒器

等袁 避免细菌交叉感染影响食品加工过程遥
椒江区红玲食品厂负责人王同满说院 野原本

我们食品小作坊之间竞争就很激烈袁 而客户

往往更倾向于有品牌的产品袁 评上名特优食
品作坊后袁 带来的品牌效应会让客户对我们

的产品质量更有信心袁 而且改造后的作坊环

境有点像透明厨房袁 全部工序都一目了然袁

客户来参观作坊之后都比较认同遥冶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

负责人潘震介绍院 野打造名特优作坊有利于

提高小作坊主体责任意识袁 建立其品牌意识遥

对食品作坊的未来发展来说袁 后续网络销售
平台的搭建也将有利于拓展销售渠道袁 让作

坊主享受到切实的利益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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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23 日上午袁 由葭沚街

道学院社区居委会党支部和
中国银行台州分行尧 开元物

业要蓝庭花园联合主办的

野我的社区 我的家冶 椒江学

院社区第二届找茬定向赛活

动欢乐开跑袁 野5 个点位+0

交通工具冶袁 200余名青年选

手用汗水演绎最美青春袁 用

脚步丈量最美社区遥
本报记者 杨成龙 摄

公 告公 告 公 告

5月 25 日院 多云曰 偏南风 3耀4 级遥 日气温 21耀

33益袁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度 45耀47益曰 沿海海面偏南

风 6级阵风 7耀8级遥

5月 26日院 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袁 日气温 23耀
32益曰 沿海海面偏南风 6耀7级阵风 8级逐渐减小到东北

风 5耀6级阵风 7级遥
5月 27日院 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5月 28日院 阴有时有阵雨遥

5月 29日院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遥

5月 30日院 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5月 31日院 阴有阵雨或雷雨遥

6月 1日院 小雨转阴到多云遥

椒江区气象台

椒江气象

便民信息

根据台州市椒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 叶关于同意撤销椒江

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分局尧 椒江区政府采购监管办公室的批

复曳 渊椒机编 [2010] 28号冤 文件精神袁 撤销椒江区农业税

收征收管理分局袁 拟向台州市椒江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
请注销椒江区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分局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

现已成立清算组遥 凡与该单位有债权尧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袁 三十日内与椒江区财政局事业单

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 88886273遥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财政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

2018年 5月 24日

根据台州市椒江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叶关于同意撤销

台州市椒江区契税征收办公室并建立台州市椒江区政

府性项目投融资管理中心的批复曳渊椒机编[2012]21号冤

文件精神袁撤销台州市椒江区契税征收办公室袁拟向台

州市椒江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台州市椒江

区契税征收办公室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现已成立清算

组遥凡与该单位有债权尧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人袁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袁三十日内与椒江区财政局事业单位法人
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88886273遥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财政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

2018年 5月 24日

根据章安街道办事处 叶关于同意黄礁中学与章安中学

合并的批复曳 渊章办 [2009] 66号冤 文件精神袁 撤销台州

市椒江区黄礁中学袁 拟向台州市椒江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申请注销台州市椒江区黄礁中学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

现已成立清算组遥 凡与该单位有债权尧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袁 三十日内与椒江区教育局事

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话院

89020797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教育局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

2018年 5月 23日

根据 叶关于区委组织部增挂椒江区社会工作委员会

牌子的批复曳 渊椒机编 也2006页 59 号冤 文件精神袁 撤销

台州市椒江区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工作委员会袁 拟向台州

市椒江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台州市椒江区非

公有制经济党的工作委员会的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袁 现已

成立清算组遥 凡与该单位有债权尧 债务关系的单位或个
人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袁 三十日内与椒江区委组织部

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联系遥 联系电话 :
88830058

特此公告浴

椒江区委组织部事业单位法人注销登记清算领导小组

2018年 5月 22日

本报讯 渊记者 李琴冤 出门打车袁

一时之间找不到出租车袁 许多人都会

选择手机打车遥 为进一步规范客运出

租汽车市场秩序袁 维护客运出租行业
稳定和广大乘客的合法权益袁 台州市

从 4月 27日至 8月 30日开展非法网约
车专项整治 野百日行动冶袁 我区运管部

门积极行动袁 目前已查获非法网约车 5

辆袁 其中 3辆已经处理袁 2辆还在处理
中遥

5月 9日上午袁 区运管部门组织人

员袁 在台州客运总站尧 高教园区等几
个重点路段袁 布点开展执法行动遥 执

法人员对疑似网约车的私家车辆进行
仔细核查袁 并对出租车的规范营运情

况进行了检查遥

野非法网约车主要是指网约车车主

没有办理网约车运输证和网约车驾驶

证遥冶 区道路运输管理局稽查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蔡秋雨表示袁 非法网约车车

辆没有经过相关的安全检测袁 车辆安

全无法得到保障袁 司机准入条件不严

谨袁 未经公安机关背景审查袁 各色各
样的人都可以进入这一行业袁 容易发

生各种危险和纠纷事件遥
据统计袁 目前我区办理网约车营

运许可证和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的仅 1000多辆袁 而网约车平台上有大
量无证司机尧 无证车辆在运营袁 带来

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遥

对于这一现象袁 蔡秋雨表示袁 目

前袁 运管部门正在加大打击力度袁 但

是由于网约车隐匿性强袁 调查取证难

度大袁 还一时间无法全面清查遥 另

外袁 由于处罚力度较大袁 实际执法检

查中袁 部分非法网约车车主在面临检
查时还出现冒险 野闯卡冶 逃逸的情

况遥
据了解袁 根据 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曳 等相关法律法

规袁 非法网约车一旦被查获袁 将被责令

改正并处以 1至 3万元的罚款遥 运管部

门提醒袁 网约车车主应尽快到台州市道

路运输管理局办理合法手续曰 广大乘
客袁 更要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袁 自觉抵

制 野黑车冶袁 如有发现疑似非法车辆或
发生乘车纠纷等问题袁 可及时拨打

12345进行投诉举报遥

对非法网约车说不

渊上接 A版冤 利用本馆科技图书充足的科普资源袁 椒江图书馆在社区尧 村庄尧

学校尧 部队尧 看守所等建立基层科普书屋袁 长期提供科普资源配送服务袁 年送书

约 2万册次袁 逐步建成了区内公共图书服务网络袁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看书难问题遥

野村里面借书确实挺方便的袁尤其是现在小学生学校里面都有课外阅读的时间
要求袁村民们也不需要专门到城区的新华书店去买袁直接村里就能借遥 冶葭沚街道前

进村党支部书记许道春告诉记者袁该村的图书室设立已经有近十年袁目前共有图书
2000多册袁长期向村民开放袁村民们都喜欢将图书借回家看袁次数多了袁许多喜欢看

书的村民都存了图书管理员的联系方式袁随时都能借还图书遥

图书野进村落户冶袁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各种图书遥据了解袁截至目前袁椒江图

书馆已经在全区建成了 5家图书馆分馆尧4家和合书吧和 55家基层流通服务点袁其

中最远的基层流通服务点是位于大陈岛的 6家红色书吧遥 为确保图书品种及时更新

补充袁每两个月袁工作人员就携带相关书籍上岛进行更换袁并对书屋的管理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袁帮助实现专业规范管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