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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牌”助招商引资迸发新活力
——访桃源街道党工委书记李乃江
务业上。合同利用外资 2000 万美元
的尚都里（宁海）置业有限公司实施
的奥特莱斯项目已成功摘得宁海客
运中心北地块，
将尽快动工建设；
总
投资 1 亿元的宁海国际幼儿园项目
已挂牌；
总投资 3 亿元的富艺长泓养
老养生项目正在开展项目用地挂牌
前的准备工作。基于现有工业基
础，加大工业招商力度。合同利用
外资 1000 万美元的长青藤汽车用品
项目和总投资 1 亿元的精超国际模
具皮纹研发中心及生产基地项目的
用地已摘牌。
以“情”招商，吸引浙商回归。
招商工作中切实打好乡情牌、亲情

一把手谈招商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顾鸿喜

“近年来，桃源街道始终将招
商引资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
大工作力度，以‘产’招商，以‘情’
招商，以‘诚’招商，助推桃源街道
经济发展不断迸发新活力。2017
年第三季度累计完成实到外资
915.7 万美元。”日前，桃源街道党工
委书记李乃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以“产”招商，突出招商重点。
利用区位优势，将招商重点放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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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友情牌，用真情和热情吸引好
项 目 。 在 与 在 外 创 业 人 士“ 走 出
去”、
“ 请进来”等互动基础上，并在
其回家过年过节、祭祖等时机上门
拜访，强化与在外创业人士的感情
联络。
“ 今年以来，街道多次赴杭州
等城市进行拜访重点企业以及召
开当地宁海企业家座谈会等一系
列活动，不断加强互动互商，经过
前期洽谈，瓦窑头度假区、浙东产
融 科 技 园 等 项 目 ，已 达 成 投 资 意
向。
”
李乃江说。
以“诚”招商，不断优化服务。
树立“大招商”工作理念，强化招商
引资项目的全程服务。健全项目

审批时的一条龙代办服务、项目建
设过程中的全方位服务、企业开工
投产后的经常性服务等“三大服务
体系”，为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如总投资 3.5 亿元
的宁海甘肃商会经济总部大楼（古
建筑文化创意园）项目的公司工商
注册、项目用地挂拍前期有关工作
等全程参与，全力给予服务帮助，
目前，项目用地已摘牌，正在进行
动工前审批。
李乃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做
好在谈项目的落地转化工作，做好
项目用地已摘牌项目的服务工作，
争取项目早日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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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东北风 2-3 级。
人体舒适度：2 级，舒适。
穿衣指数：5级，你适合穿风衣、大
衣、毛衣、西装等。
紫外线指数：2 级，弱。

我县120启动急救新模式
实现全市首例“互联网+急救”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王晓燕） 日前，县 120 急救
站在全市率先推行“互联网+急救”
新模式，将智慧急救与民生需求紧
密结合，
采用微急救呼救，
让院前急
救服务更加触
“手”
可及。
县 120 急救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原先市民只能通过电话拨打
120 寻求帮助，报警渠道单一，很多
群众因说不清楚报警位置，使得救
护人员不能及时确定伤者位置，给
院前急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扰。推
出“互联网+急救”模式后，市民只
要关注“宁海县急救站”公众号，或
下载互联急救 APP，通过微急救实
现一键报警加定位。当遭遇紧急情
况时，市民通过微信或“互联急救
APP”拨打“120”，拨通电话的同时，

病人预存在软件上的基本信息与健
康信息以及实时地理位置能同步推
送到调度台，救护车根据呼救者的
定位实施导航，
不仅可以缩短报警、
搜寻、定位、派车时间，使救助效率
更高，急救医生还能更准确对患者
进行全面评估。
另外，
该平台还可以
实现协助亲友及路人报警等不同模
式，当你无法明确表述自己所在位
置或者不方便用语音报警时，可向
软件中登记的紧急联系人或者亲友
发送预置的求助信息和当前位置，
通过微急救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急
救呼叫服务。
据介绍，
“120”
微急救还推出了
收费标准查询与车辆甄别功能，市
民可以上公众号查询收费功能，通
过输入车牌号码，
辨别是否黑车。

公益义诊为百姓
擅自撕毁封条被刑拘

我县进一步强化环保执法力度
为普及健康用眼知识，提醒人们
尽早干预眼部疾病，近日，宁波博士
眼科医院眼病专家到桃源街道兴海社
区开展眼疾公益义诊活动，受到当地
居民的欢迎。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李新华 摄）

我县加快推进农机“机器换人”示范基地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彭沐阳 通
讯员 戴芳韵） 近日，县农机管理
站负责人带领有关科室下乡对“机
器换人”项目中的示范基地进行了
调研，观看了设施农业喷滴灌系统
以及自动化流水线设备，并和基地
负责人探讨了我县农业“机器换人”
示范基地建设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和

困难。
农业领域“机器换人”是农业生
产方式变革和进步的重要基础。我
县将通过普及农机装备应用、推进
农机农艺融合、提升农机社会化服
务水平，加快突破薄弱环节机械化，
以农业“机器换人”示范乡镇、示范
基地为龙头，带动全县农机化水平

的整体提升。
为加快突破薄弱环节机械化，
近两年，我县农机站通过“机器换
人”和“设施增地”联袂互动，不断拓
展农机应用领域、普及装备、提升服
务，纵向从原先的产中，逐渐向产
前、产后加工和储藏保鲜等领域拓
展；横向从原来的以粮食为主，向果

蔬、菌茶、畜禽、水产等产业延伸，并
与生态整体推进，以示范乡镇、示范
基地为龙头，带动全县农机化水平
整体提升。今年我县新增农机装备
199 台套，增加功率 2223 千瓦，销售
价格 1146.5 万元，受益农户 122 户、
农机服务体系项目 7 个，推进创建示
范乡镇 2 个、示范基地 8 个。

长街镇：妇女撑起垃圾分类“半边天”
本报讯 （记者 陈静珠 通
讯员 苏敏宣 徐桂亚） “生活
垃圾分类要做好，我们作为家里的
女主人，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
日前，长街镇总浦塘村文化礼堂内
分外热闹，村里的“半边天”们畅
谈垃圾分类的好做法。这是该镇妇

联开展的“垃圾分类”进村入户宣
传活动，吸引了全村 100 多名女户
主到场参加。
近来，该镇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有序推进，在抓“宣传、动
员、培训”三大着力点的同时，为
各村配置的垃圾桶基本到位。镇里

信息广场
房屋租售

设备转让
本公司有七成新静电喷漆流水线 2
条，喷塑烘道流水线 1 条，票夹热处理炉一
台及废水设备等转让。
电话：18968222405（李先生）
18957892012（王女士）

落地屋出售
位于李杏小区有 2 幢 4.5 层落地屋出
售，清爽装修，前后路大，房运较好，价格
295 万元（可谈）。
电话：13884430117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5楼517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厂房转让

遗失启事

位于下金后面（C 区）有工业厂房转
让，占地 5 亩，面积 3000㎡，有意者电话联
系。电话：15336665880

厂房出租
位于新兴工业园区 C 区一厂房出租，
面积 3000㎡左右，适合模具公司，内配有
多台行车，有意者电话联系。
电话：13567866825（金女士）

厂房转让
位于科技园区有一厂房转让，土地 10 亩，
厂房面积 10000㎡，有意者电话联系。
电话：13336661099（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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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通过“妇女之家”、巾帼志愿
服务队、小手拉大手等形式，指导
家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坚持通过
宣传、指导、实践，再宣传、再指
导、再实践的“养成教育”方式，
注重抓常、抓细、抓实，确保生活
垃圾分类农村家庭知晓率达到

遗失职业资格证书电焊工初级（五
级）一份，证书编号：1111370000500861，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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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遗失，编号：D33011320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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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参与率达到 100%，实现农
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源头减量。
镇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妇女在家
庭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在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活动中，已经成为重
要的力量之一。

本 报 讯 （记 者 方 景 霞
通讯员 潘宇杰） 因环境违法
问题设备被查封后，不知改正反
而擅自撕毁封条继续生产。近
日，越溪乡一铜制品厂经营人和
操作人员被刑拘。
连日来，我县进一步强化环
保执法力度，对一批被行政处罚
的企业进行回头看，巩固环保执
法成果。其中越溪乡某铜制品厂
因环境违法问题受到行政处罚，
生产设备被查封。近日，县环保

局环境执法人员在后续检查时发
现，该厂擅自将封条撕毁并开始
生产，臭气随意排放，周边群众
反映强烈。县环保局果断出击，
将该案件移送越溪派出所。派出
所经过查实，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该公司
经营人和操作人员分别处以行政
拘留七日和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
处罚。县环保局环境执法人员将
进一步加强后续监管力度，确保
执法成果落实到位。

县职教中心喜获
市级经典颂读诗会表演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陈静珠 通
讯员 章莹莹） 日前，
“踏歌行”
2017年宁波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经
典颂读诗会活动获奖名单公布。经过
激烈比拼，宁海职教中心喜获表演一
等奖，教师葛更镐、屈小娇、葛伊凡
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学校获优秀组织
奖。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教育局
主办，自启动以来，共收到 26 所
学校报送的参赛作品。经专家组认
真评议，本次活动共评出表演一等
奖 5 名、二等奖 9 名、三等奖 12
名；优秀指导教师奖 14 名、指导

教 师 奖 24 名 ； 优 秀 组 织 奖 12
名。
活动中，县职教中心选择梁
启超的 《少年中国说》 作为经典颂
读节目，由该校不同专业、不同年
级段的 54 位学生参与表演。从朗
诵的技巧、舞台的表演，到背景音
乐的选择、舞台背景的制作等，都
进行了精心的组合和巧妙的编排。
整个节目以爱国主义为主题，配上
令人欣喜激动的音乐，加上学生们
自信激昂朝气蓬勃的表演，深深地
感染了各位专家评委，展现出我县
中职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