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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综合新闻

新春走基层
感受新气象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陈 军 杰 应 雪 霞 谷 苗）

“你好，我家的太阳能热水器出现
了故障，能否派个师傅给我上门
查看下？”随着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县城乡社区服务中心网络平
台群众求助服务信息也增加了不
少。工作人员迅速进行对接，并
按照对方需求进行派单，很快就
帮助西店镇的孙先生解决了困
扰。目前，县智慧民生服务网络
已延伸到全县 18个乡镇（街道），
给城乡群众提供“一站式”零距
离的保姆式服务。

我县于 2011年在整合原有的
社区服务中心资源基础上，建立
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同时，在全
大市内率先开通首家县级社区公
共服务网，建立公共服务智囊

“信息超市”，实现最大程度上满
足城乡市民多层次的生产生活需
求。为延伸服务触角，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我县整合众
多服务资源，采取“企业加盟、

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服务模
式，打造县、乡镇 （街道）、村
（社区）三级方便快捷的便民服务
网络，以此激发基层活力，方便
群众生产生活。截至１月底，该
智慧民生服务网络拥有家政、法
律、教育、房产、医疗、美容、
婚庆、旅游、人才、家电、购物
等 30余类 1360余家加盟企业的万
余条信息数据，累计解决市民求
助事项 46万余件，求助事项办结
率 100%，服务回访满意率 99.78%
以上。

此外，县智慧民生服务网络
还为老年人提供“81890”一键通
求助服务，遇到紧急事件时只要
轻轻一按电话机挂件的遥控按钮
或者按老年一键通电话机求救
键，中心将根据求救需求迅速联
系家人或者120、110、119等进行
应急救援。另外还可以帮助孤寡
老人联系生活护理、家政服务等
各项居家养老服务，给老人生活
带来极大的便利。

宁海智慧民生服务网惠民生
累计解决市民求助事项46万余件

记者 卓佳洋 通讯员 章亚丽

近日，走进越溪乡山头应移
民新村，就会看到小区道路一尘
不染，绿化带里挂上了红灯笼，
一些老人在楼下晒太阳，孩子在
欢快地玩闹，一片喜庆祥和的气
氛。迁出深山的村民们将在新居
里喜迎新春。

曾经的山头应村 （山下应自
然村） 地处高山，由于山地狭

窄、建房用地奇缺，已经十来年
没有新增建房用地了。为集约利
用土地、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去
年越溪乡把这个移民安置项目作
为重点攻坚对象，由一把手担任
组长，相关科室抽调懂业务、能
力强的中层干部组建工作推进小
组，分别负责村民意见征求、分
配方案细化、价格测算、旧房拆
迁价格评估、拆迁安置协议签订
等具体事务。还通过造势宣传、
出台政策、兑现承诺、公平交易
等多项举措，确保移民安置公开
透明，为移民安置撑起一把“安

心伞”。去年10月初，山头应村的
移民们拿到了新房钥匙。

许仁美就是其中一户。他的
新家已在年前装修完毕，家具都
搬进去了。记者看到，家里客厅
宽敞明亮，还放了一台立式空
调，窗户贴上了窗花，茶几摆满
了芝麻糖、花生、瓜子等零食，
厨房里放着包好的粽子，颇有过
年的氛围。“我在山上住了 70 多
年，现在不用花多少钱，就能跟
城里人一样住上干净敞亮的新房
子，真的很开心！”许仁美笑得合
不拢嘴。年廿九，儿子女儿们要

来吃年夜饭了，这两天，许仁美
老两口也很忙，老伴一早就出门
去采购年货了。“以前住在山上，
每次要走 40多分钟的山路下来赶
集，年纪大了走不动，很不方
便，现在离市场很近，路又宽敞
又好走，平时运动散步都很舒
服。”许仁美说，他准备趁着最近
天气好，到小区楼下的空地上捣
麻糍和年糕，给孩子们准备好吃
的。

现在，小区里已经有四五十
户移民装修完搬了进来，他们将
在新居里开启新生活。

越溪高山移民：新居里喜迎新春

记者 章莉 通讯员 陈俊超

优雅的舞蹈、有趣的小品、
戏曲选段……尽管天气寒意逼
人，一市镇箬岙村的褚氏祠堂里
却春意盎然。一个个精彩的节目
引发了邻村的村民们驻足观看，
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美好的一
刻。

2月12日晚上，一年一度的箬
岙村晚在红红火火的舞蹈《十五
闹花灯》中拉开帷幕。这台由村
民自编自演的村晚四度上演，让

记者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和乡情
亲情的团聚之情。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箬岙村晚还迎来了新朋
友。“借着村晚，我们邀请了黄坛
镇文化站，与箬岙来了一次文化
走亲。”一市镇文化站站长罗三奎
告诉记者，文化走亲是一种跨区
域的交流方式，既能走出文化新
魅力，也让文化大餐更加丰盛。
越剧《五老太》中耳熟能详的唱
段让台下的爷爷奶奶纷纷跟着哼
唱，小品《孙子生日》里，面对
如何对待家中老人，刻薄儿媳和

孝顺孙子的行为也让观众们有了
心中的判断。而特邀嘉宾、国家
一级演员唐洁妃的一曲 《梨花
颂》更是掀起当晚的高潮，引得
点赞无数。

没有华丽绚烂的舞台灯光，
没有家喻户晓的大腕明星，箬岙
村晚已经成功拢获当地上千村民
的芳心。大家都说，这台“春
晚”很真实、接地气，很好地反
映了该村近几年的发展变化。村
晚以萌生于民间、根植于乡村、
来源于群众的草根特性，引发广

大群众的热情参与和推广复制。
箬岙村晚，正是一种村民自办、
自编、自导、自演联欢晚会和乡
村民俗活动的模式，激发乡村群
众“自主创办”文化，满足群众
文化多元需求，培育乡村民俗旅
游产业，促进乡风和谐的创新载
体。

“面对 2018，我们将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指导，抓好新农村建
设、古村保护，保护好传统文化，
让箬岙村晚越办越响亮。”箬岙村

“第一书记”马迎春说道。

一市箬岙村晚：连台好戏过新年

本报讯 （记 者 潘 旭 婷
通讯员 吴立高） “感谢党和
国家这些年给予我们老党员的关
怀，我不会忘记自己入党时的信
念，永远做一个忠诚、干净、担
当的共产党员。”日前，在强蛟镇
党建“双提双强”工作部署推进
会暨王石岙村党员大会述职述责
述廉专题观摩会上，胸佩纪念奖
章，拥有63年党龄的85岁老党员
王祖仁的发言掷地有声，引发全
场热烈的掌声。

会上，王石岙村两委会全体
班子成员、党员分别就过去一年
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做法和成效，
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下一步的工作思路和举措进行了
述职述责述廉，向该镇党委递交
2017 年“党建答卷”。此次党建

“双提双强”工作部署推进会暨王
石岙村党员大会述职述责述廉专
题观摩会，也标志着该镇正式吹
响2018年基层党建推进号角。

据悉，双提双强，即支部党
建“素质提升、能力提升”和

“强支部、强党员”，以贯彻党章
要求为根本，加强支部党建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这次述职评
议大会，既是该镇党委对各基层
党组织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
的一次集中检阅和展示，也是对
该镇基层党建工作的一次全面会
诊和部署，进一步强化“党领导
一切”的核心意识，切实提升基
层党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以新担当新
作为推动党建工作再上新台
阶。

强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镇党委将 2018 年党建工作定为

“革新求进提质年”，接下来该镇
将在全镇范围逐村开展支部党员
大会述职述责述廉专题活动，通
过“双提双强”，着力抓好支部建
设、村庄发展、社会治理等基础
建设，常态开展农村巡查工作，
并坚决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全面以“党建引领”推动强蛟

“美丽振兴”。

双提双强 美丽振兴

强蛟吹响基层党建推进号角

日前，县文联组织国家、省市县
书法家协会的十几名书法家，来到强
蛟镇临港村，开展“迎新春、送春
联”文化大拜年活动。现场书法家们
泼墨挥毫，为当地群众书写200多副
喜庆春联，给他们送去新春的祝
福。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吴立高 摄）

墨香迎春
新年送福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社会爱心人士纷纷来到敬老院献上爱心。图为宁海翔
运土石方工程公司总经理蒋思军给敬老院老人送上自己的一份心意。

（记者 罗孙志 摄）

一份爱心 一份暖意

本报讯 （记 者 卓 佳 洋
通讯员 罗静） 近日，浙江省
文联八届三次全委会在杭州召
开，表彰了全省文联系统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我县文联获评省文
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据了解，这是县文联第四次
获得该荣誉称号。近年来，县文
联把坚持“围绕中心，服务群
众”作为文联和文艺工作的主
题，组织创作了一大批弘扬主旋

律的文艺作品。2017年，我县三
件作品获“宁波文艺奖”，其中黄
才良和陈龙合作的泥金彩漆《十
里红妆系列》获特别荣誉奖，张
忌的长篇小说 《出家》 获得金
奖，浦子的长篇小说《大中》获
得银奖。杨小娣的民间文学作品
《宁海县徐霞客古道传说》获得第
六届浙江省民间文学作品映山红
奖，鲍明沛的箍桶作品 《女儿
梦》获得第六届浙江省工艺美术

作品映山红奖。浙江省第三届工
艺美术双年展上，我县获得一金
一银，其中，王昕的竹雕文房十
二件获得浙江省第三届工艺美术
双年展金奖，并入围第十二届中
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同时，县文联还举办了一系
列文艺品牌活动，提升了宁海知
名度，助推宁海经济的发展。其
中，海峡两岸纪念潘天寿诞辰 120
周年系列活动获得中央领导的批

示。在改革创新领域，县文联搭
建全民艺术平台，规范宁海艺术
名家系统化管理，建立文艺名家
资源库，开展“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文艺工作指导小
分队服务活动，帮助解决农村文
艺社团 80多项实际问题，该创新
性工作入选浙江省群团改革典型
个例。

县文联再获省文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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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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65577928

套间出售
位于学南家园面积 110平方米套间

出售，灿头，两个大阳台，现代式全新精

装修，未入住，用材环保，价格面谈。

电话：13586908044 15355115755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声明作废。

宁海县城关轿车修理厂

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第

一联发票联和第二联办证联各一份，发

票 代 码 ：233021196040，发 票 号 码 ：

00115191，声明作废。

华兴忠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66928888 1373213697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微信手机同号）

大鱼馆餐饮
大鱼馆老店（一店正学路25号) 美食热线：65111177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鱼说了算（时尚餐厅4F-08） 美食热线：65561888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房屋租售 遗失启事

宁海县供水水质月度公报 （2018年1月份）

检测项目

限值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

检测

结果

水务集团二水厂

宁东水厂

长亭水厂

宁西水厂

宁北水厂

总大肠菌群
（CFU/
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耐热大肠菌群
（CFU/100mL）

不得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菌落总数
（CFU/mL）

≤100

未检出

38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色度
铂钴色度单

位

≤15

＜5

＜5

＜5

＜5

＜5

浑浊度
（NTU）

≤1

＜0.5

＜0.5

＜0.5

＜0.5

＜0.5

臭和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无异臭、异味

肉眼
可见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耗氧量
（mg/L）

≤3

0.67

0.82

1.37

0.64

0.71

余氯
（mg/L）

出厂水≥0.30
0.69

0.50

0.51

0.50

0.55

宁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