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面来风

日前，平安产险宁海支公司
联同县慈善总会，来到兴华老人
乐园开展重阳慰问活动，为 218
名老人送上节日的祝福和慰问
品，并认真询问和倾听老人的生
活起居及身体状况等，叮嘱老人
注意身体健康。

（章莉 刘琼琼）

近日，浙江奕莲慕爱心基金
会负责人张秀琴一行来到西店镇
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了保健床
垫、床单以及各种水果等慰问
品，让老人们过上了充满温暖的
重阳节。此前，奕莲慕基金会还
到宁海综合福利院和闻裕顺福利
院给老人们送去了床垫和坐垫。

（冯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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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张露霞） 近日，作为胡陈乡
重点项目的国元有机抹茶项目在审
批中创造了一个新纪录，从立项备
案开始计算到通过审批，全流程仅
用了 23天，从供地开始计算，全流
程仅用 31天。“正常的审批流程，法
定环节多、公示时间长、要件复杂，
走完整套流程，没有 3个月办不下
来，我们成立工作小组，科学拟定审
批计划，让审批时间从 100个工作
日变成 31个工作日。”胡陈乡城建
办副主任胡焕杰表示。

据悉，国元有机抹茶项目一期
用地面积 10254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5099.54 平方米，总投资 7500 万

元，建成3幢厂房、1幢研发车间、12
条生产流水线，预计投产后年产值
2亿元。“该项目是全县重点项目，
建成后将会加快推进胡陈乡茶叶生
产、加工、销售，促进该乡贸、工、农
一体化的产业化进程，促进乡茶产
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胡陈乡经
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胡焕杰告诉
记者，为使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
收益，他们采取提前介入、超前谋划
的方式，及时对接各行政审批职能
部门组织会商、会审、会议，分析项
目存在问题难点，科学倒排时间节
点，制定详细的审批路线图，拟定各
节点具体任务要求，确保每个审批
服务环节不遗漏、不脱节、不延

误。
确保项目按时开工，胡陈乡成

立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统
筹工作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为抢
抓项目进度，按时完成审批计划，专
门落实专人协助项目业主申报审批
事项,解决项目业主因不熟悉政策
而造成的审批延误。据悉，8月 16
日，国元抹茶项目成功签订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在各部
门的支持下于当日获得设计方案批
复，次日取得具体建设项目供用土
地通知书，在 8月 29日就获得立项
批复，跑出大项目审批的新速度。

为全力服务保驾护航，胡陈乡
依托乡便民服务中心，完善重大项

目“一条龙”绿色通道代办服务，明
确具体代办员对该项目开展跟踪和
代办服务。同时，加强服务对接，及
时与审批部门、项目业主、中介机构
进行沟通衔接，形成四方无缝对接
联动机制，并依托县行政服务中心
平台优势，采取联合审批方式，确保
该项目各审批环节能齐头并进。此
外，该乡还大胆解放思想，在不违反
审批程序的前提下，在各部门大力
支持下，采取模拟审批、提前介入等
方式，突破各个环节障碍，为该项目
早日开工积极创造条件。

创新举措 提升服务

胡陈乡大项目审批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吴立高）“老板，门口的电
瓶车记得上锁，注意防盗。”连日
来，由强蛟镇机关干部、边防派出
所民警、村干部、党员志愿者等组
成的夜巡小组在辖区各村、企业、
重要公共场所开展平安大巡防，由
此拉开了该镇平安综治强化季行
动的序幕。

据了解，强蛟镇将 10、11、12
月定为“平安综治强化季”，通过四
大走访行动、三大长效机制，集中
力量排查和化解一批不稳定因素，
依法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行为，在全
镇建立一张横到边、纵到底的综合
治理网络，全面保障半岛小镇的长
治久安，筑牢和谐稳定基石。

根据部署，该镇平安综治四大

行动分别为社会平安“大走访”行
动、安全隐患“细排查”行动、矛盾
纠纷“快调解”行动和村企法治“多
宣传”行动；建立运行三大长效机
制，分别为村级“夜巡队”机制、“村
里来说和”群众矛盾调解机制和外
来务工人员建档帮扶机制。通过
创新思路、创新载体、创新举措，积
极改进平安综治理念和方式，强化
镇级工作机制，完善村企级管理机
制，健全村民自治、企业安全生产
等各类规章制度，紧紧依靠社会各
级力量，用眼睛去扫描、用脚步去
丈量，筑牢平安防线。同时，高效
利用镇级天网监控工程，精准落实

“打、防、控”，打造无死角、立体式
平安综治防控体系，为全镇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

开展四大行动 建立三大机制

强蛟拉开平安综治强化季行动序幕

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章亚丽） 近日,越溪乡组
织举办了首期青年铁军创意论坛，
以缓解青年干部工作和心理压力,
激励青年干部积极投身乡镇发展建
设，争当越溪青年铁军。

论坛上，青年干部分别围绕
“沧海桑田，金海银田”主题，结
合乡政府“大赶考”目标推进情况
积极发言，提出建议、总结经验、
交流思想、碰撞智慧，通过共商赶
考，共话担当，争当越溪乡青年铁

军。围绕“说说心里话”开展集体
谈心，青年干部针对工作压力和生
活困难直抒胸臆、畅所欲言，谈生
活体会、谈工作经历、谈自身建
设，疏缓青年干部特别是新进干部
的心理压力。

据了解，此次青年论坛的开
办，搭建起了青年干部展示才华的平
台，联通了相互学习的纽带。今后，
青年论坛将常态化举办，加强思想引
领，提高青年干部的综合能力，打造
一支越溪青年铁军队伍。

助力年轻干部成长

越溪开办首期青年铁军创意论坛

落地屋出售
位于火炉山有 2幢

3 层半落地屋出售，8×
15m，前后路 4m，价格

180万元，非诚勿扰。

电话：13566556708

套间急售
位于赵家蓝园小区

有一间122㎡套间急售，

加储藏室，车库，价格

135万元，非诚勿扰。

电话：13566553280
（赵先生）

写字楼急售
位于宁波银行大厦

23层写字楼四间，面积

共 362 平方米，可分间

出售，价格从优。

电话：13605786891
（吴先生）

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宁海县顺风票务代购处

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信息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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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房屋租售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本公司承接电泳漆加工，脱酯磷化，阴极
电泳漆全新流水线，地址：梅林工业区。
18067178999（王先生）13857426590（王先生）

承接电泳加工业务大鱼馆餐饮
大鱼馆老店四个豪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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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源竹口店（老石窗、老船木文化）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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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手机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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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宁海县S214甬临线水泥厂桥、双
桥二桥危桥改造工程项目由我公司
中标。于2016年10月15日开始进场
施工，到2017年9月28日完工。本公
司与业主的合同款将全部结清。请
与本公司就该工程有业务关系的单
位和个人在本公告之日起 10个工作
日内与本公司联系结清款项。

联系电话：
0574-65135668 13777014500

宁波鼎力建设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公 告
本院根据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 9月 21日裁定受理债务人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宁波科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波海运希铁隆
工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11月16日前，向宁波海
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海运希铁隆工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宁波申报债权地址:宁波市姚隘路 332号
凯诚大厦 5楼 515室；邮政编码：315040；联系人：童金坝；联
系电话：0574-87269406、13429375873。宁波申报债权地点
受理债权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另，宁海债权申报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桐竹路8号办公楼2
楼，邮政编码：315000；联系人：童金坝；联系电话：0574-
87269406、13429375873。宁海债权申报地址受理债权时间
为2018年11月5日至9日。）

本院定于 2018年 11月 27日下午 14时 15分在本院第十
五号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
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
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当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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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宁波广播月大型公
益活动986星星音乐会暨宁波乡村
学校音乐送教公益计划启动仪式在
星海小学举行，来自宁海、奉化、
象山的100余名音乐教师参加了活
动。986星星音乐会是宁波音乐广
播与宁波市慈善总会联合打造的公
益品牌，以乡村孩子为关爱对象。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星海宣 摄）

（上接第1版）
文具产业是宁海工业经济的支

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现有文具企业
400多家，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三分
内销，七分外销”的国内外销售格
局。县委县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文具
产业的发展和培育，不断优化产业
链条、打造产业龙头，推动宁海文具
纳入宁波市“十三五”规划，列入“宁
波市十大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去
年，出台了10余个支持产业质量提
升的政策文件，特别发布宁波市力
度最大的新一轮产业政策，为文具
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能。县
市场监管局引导开展文具企业质量
改进活动，大力推广先进的管理模
式和方法，全县文具类企业共注册
QC小组（质量控制小组）230个，取
得QC成果 52项，规模以上企业采
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的比例达
100%。其中，得力集团获省政府质
量奖。截至目前，宁海县文具企业
已拥有驰名商标 1件、省市名牌 10
件，先后获评中国文具产业基地、省
级文具产品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

浙江省文具商标品牌基地等荣誉称
号。

同时，在宁海质量提升三年行
动计划中，也更加突出文具、汽车及
零部件、模具三大优势特色产业和
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力争让这些“长板”不
断发挥出强大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
动作用，成为产业集聚最好的大平
台。在政策上，打通相关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公里”；在资金上，支持创
新创业担保贷款，鼓励企业积极上
市融资，探索多样化融资模式；在配
套服务上，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
契机，为企业提供24小时全方位的
创新深度特色服务，为企业解决后
顾之忧。

让品牌立足未来

最近，宁波光明橡塑有限公司
制订的《汽车发动机点火系统橡胶
护套》标准通过专家评审，成为宁海
首个汽车零部件“浙江制造”标准。

品牌是城市的名片，是企业的

灵魂。宁海高度重视和支持品牌建
设发展工作，在出台的新一轮质量
提升产业政策中，重点在支持质量
领先、标准创新、优秀品牌等方面给
予奖励，其中对新评为驰名商标（除
司法认定外）的企业奖励 150 万
元。鼓励企业主持和参与国际、国
家、行业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对主持
制订的企业，分别奖励 60万元、30
万元、15万元，有效促进了宁海品
牌建设“增量提质”。

品牌作为企业发展的支撑和原
动力，宁海还以“浙江制造”品牌培
育试点县为契机，坚持“精准培育、
分类实施、多方推进”的原则，建立
全县“浙江制造”品牌梯度培育库。
从产品标准制定、标准体系宣贯、培
育企业对标达标提升等方面着手，
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水平，全县“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去年，来自国家、
省市各级的媒体采风团，纷纷来宁
海采访报道“浙江制造”情况。截至
目前，全县已累计发布“浙江制造”
标准10项，获得“浙江制造”认证证
书7张。获评国字号产业基地6个，

中国驰名商标 3件，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3件，国家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 3个，省市名牌产品 60件。
14家企业获各级政府质量奖，2家
企业获宁波市市长质量奖、1家企
业获浙江省省长质量奖。

实施品牌战略是一项长期、系
统的工程，需要持续发力，下一步，
宁海还将加大集中培育力度，以文
具、汽车及零部件、模具等传统优势
产业为重点，结合生命健康、新能
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全面实施建
档培育工程、标准提档工程、质量提
升工程、对标达标工程、精准服务工
程、品牌宣传工程、智力支撑工程等

“七大工程”，集中培育推进“品字标
浙江制造”建设，全面助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以适应新时代经济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趋
势。

征程万里风正劲。时下的缑乡
大地，高质量发展的种子正悄悄在
各处发芽、开花、结果，努力以累累
硕果的精彩业绩向全县人民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送教音乐艺术
到乡村学校

记者 潘璐璐 通讯员 苏敏宣

“熟悉的风土人情使我心潮
澎湃，对岙洞无疑是我的第二故
乡，每次来都是回家的感觉。”昨
日，在长街镇对岙洞村参加第二
届知青文化节的杭州知青冯敏霞
对记者说。这两天，与冯敏霞一
道“回家”的，还有当年一起在对
岙洞下乡插队的 20余名知青，再
见老友，共谋发展，大家都显得十
分开心。

1964年，40余名杭州知青响
应号召，来到对岙洞村插队，知青
们在对岙洞村付出的青春和汗水
铸就了永远的“知青精神”。为了
纪念这段特殊的历史，深入挖掘
知青文化精神内涵，长街镇于
2017年举办了县首届对岙洞知青
文化节，投入200余万元建设知青
馆，将对岙洞村提升为精品村，
2018年投入 300万元打造知青文

化街、知青旅舍等，投资30万元建
造 3A级旅游厕所，使得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当年来对岙洞时，到
处都是茅草屋，交通也不便利，生
活条件十分艰苦。现在，农村变
化很大，环境、基础设施、生活水
平都提升了，我由衷地感到高
兴。”知青沈全林说。

前日，知青们与对岙洞老人
共庆重阳，再叙旧情，村民领着知
青们游览了长街多个村庄，向他
们介绍长街的变化和取得的成
绩。在村庄发展茶话会上，知青
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出对村
庄建设的看法和意见，名誉村民
闻海涨携青林书画社带来了书画
作品，宁波第二技师学院在对岙
洞村设立了写生基地。特殊的客
人回家来，带着资源，带着建议，
拳拳之心话发展，为“第二故乡”
振兴继续发挥着无尽的情怀。

“特殊家人”拳拳之心谋发展
——记长街第二届对岙洞“知青文化节”

剪纸艺术进社区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剪纸艺术，丰富社区居民生活，近日，泉水社

区开展了剪纸艺术进社区活动。活动专门邀请民间剪纸艺术家进行指导，吸引了
众多居民积极参与。 （通讯员 潘雪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