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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综合新闻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讯
员 王頔） 11 月 11 日，我县举
行新时代宁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工作座谈会，就《新时代宁海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中各项举措责任分解
情况展开讨论。

据了解，制定《新时代宁海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旨在深入贯彻《新时

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和
《新时代浙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方案》、《新时代宁波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精神，
并结合宁海实际，加快我县新时代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推进

“六争攻坚”、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提供力量支撑和人才保障。

会议要求各参加单位要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提高对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改革的思想认识，为实现宁
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要聚焦重点环节，把政治引领放在
首要位置，把素质提升作为重点环
节，把权益维护作为基础工程，全
力以赴将产业工人队伍改革推向纵
深；要强化担当，形成推进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工作合力；将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作为让广大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的重大民心工程、

作为推动宁海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基础性工程来抓，全力全速推进
新时代宁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以产业工人队伍的壮大发展来
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座谈会上，与会单位还分别就
新时代宁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推进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策
建议以及下一步工作打算作了讨
论。

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时代宁海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座谈会举行

昨日上午，宁波穆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给孔雀喂食。地
处长街镇车岙村的宁波穆氏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从事孔雀养殖已有8年。近
几年来，该公司每年孔雀存栏量保持
在1000只左右，出栏蓝孔雀及其种苗
3000多只，产蛋量上万枚，孔雀养殖
年收入稳步增长，预计今年收入可达
500多万元。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惠晓阳 摄）

孔雀开出“致富屏”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屠 以
撒 通讯员 赵揆 胡琼井 杨森
琼） 日前，记者获悉，县综合执法
局对两处施工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
6万元和 8.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再次“刷新”我县对噪音管控领域的
最高处罚金额。

今年6月，县综合执法局跃龙中
队陆续接到某小区群众投诉举报，
称其所住小区隔壁新开楼盘经常夜
间施工，严重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
作息。接报后，县综合执法局跃龙
中队组织人员进行多次蹲点取证，
在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该楼盘
施工单位进行立案处理，并对其作

出 罚 款 21100 元 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然而，该公司未能及时吸取教
训，在蛰伏一段时间后，继续恢复夜
间施工扰民作业，在数月内先后被
立案处罚达 3次。面对该公司屡教
不改、我行我素的态度，县综合执法
局在第三次立案处罚之际，依法对
其进行从重处罚，开出了 6万元的

“天价罚单”。
无独有偶，今年 9月 27日，该局

桃源中队执法人员接到群众投诉举
报，称有施工单位在桃源街道兴海
中路某工地进行夜间建筑施工作业
产生噪音，严重影响周边居民休

息。桃源中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发现该工地内有混凝土车正在进行
混凝土浇筑楼层，期间不断发出噪
音，且该施工单位现场无法提供夜
间施工许可证。桃源中队立即联系
第三方噪音检测公司对该工地施工
噪音进行检测，测得76.6分贝，超标
21.6分贝。

据悉，该单位曾在今年 6月 25
日因夜间施工噪音扰民被立案处罚
过一次，此次属于再犯。10 月 28
日，根据案件违法情节及《宁波市环
境污染防治规定》相关规定，县综合
执法局最终对该施工单位作出罚款
人民币8.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刷

新噪音管控领域罚单最高金额。
为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县

综合执法局持续开展噪音管控领域
整治行动，对夜间施工噪音扰民行
为采取零容忍态度，通过提高违法
成本，确保整治成效落地。2019年
以来，县综合执法局各属地中队加
强夜间排班巡逻，特别是对小区周
边及中高考期间夜间施工噪音扰民
行为进行从重处理。一年以来，夜
间工地施工扰民投诉达143件，共叫
停工地噪音扰民行为150余次，立案
查处工地夜间噪音扰民类案件 11
起，处罚金额达29.9万元，还群众一
个安静的休息环境。

强化噪音管控 还安静于市民

我县连续开出噪音管控领域高额罚单
本报讯 （记者 潘璐璐 通

讯员 惠晓阳 葛聪聪） 连日
来，长街菜市场门口人车分流，秩
序井然，长街综合执法队的工作人
员一日多次到此进行日常巡逻和沿
途执法，对电动车停放不规范、跨
店经营等不文明现象进行劝说和督
促整改。

菜市场向来是创城工作的难点
之一，对此，长街镇实施了驻场制
与巡查制相结合的常态化执法机
制，抓好日常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
等工作。镇政府联合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长街中队，对菜场周边开展专
项整治，对菜场周边违规广告牌进
行拆除，对违章摆摊现象进行整
改。同时结合长街镇农业大镇的特
点，设立自产自销农户临时售卖
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需求，让

“创城为民、创城惠民”的思想深

入人心。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行动中，

长街紧扣“日常、经常、平常”的
理念，注重常态化管理。在日常城
市管理中，长街建立了城市网格化
管理制度，成立指挥中心，提升创
建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水平。县综
合行政执法局长街中队联合相关部
门，结合网格化管理、常态监控，
每天开展日常巡逻和沿途执法，严
查严管，对非机动车违规停放、流
动摊贩、违法占道、跨门经营（超
门槛经营）、违章广告、违法建
筑、建筑垃圾违章运输和倾倒等不
文明现象，采取“发现即治理”的
做法。今年以来，长街已累计办理
各类涉及经营乱象的一般程序案件
40 余起，平均每日整治 80 余次，
发现并拆除镇区内违章建筑 4处，
将创城工作落实到每一天。

不在“评时”在平时

长街“创城”行动不止步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赵 祎
慧 潘 云 翔 通 讯 员 周 美
丹） 日前，“‘香’知相遇·‘榧’你莫
属”青年交友联谊会在古色古香的
十里红妆文化园内举行，约 30名
来自各个单位的单身青年参加。本
次活动以黄坛双峰香榧文化节为契
机，由团县委主办。

当下不少年轻人因工作忙碌，
朋友圈范围较窄，并且在心理上比
较排斥那些目的明确的相亲活动，
尤其反感“明码标价”和父母安
排。团县委从单身青年的兴趣点和
需求点出发，以《非诚勿扰》的联

谊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相识相知，
也有了更深的领悟。本次活动中牵
手成功2对。

据悉，今年以来团县委共开展
各类婚恋交友活动 6场，服务青年
320余人次，活动中及经后续跟踪
服务促成牵手成功 16 对。此外，
团县委也通过线上交流群、情感咨
询、公益红娘牵线等多种途径，为
我县单身适龄青年提供多元多样、
可信有效的婚恋服务，努力打造规
范、优质的青年婚恋交友服务平
台，让广大青年对宁海拥有更为强
烈的归属感。

“香”知相遇 “榧”你莫属

我县举办青年交友联谊会

当前，我县2020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连日来，
桃源街道泉水社区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宣传今年医保缴费政策的变化及缴费时
间，提高已参保、未参保居民的知晓率和参保率。图为工作人员为居民登记参保
资料。

（通讯员 潘雪玲 摄）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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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村名

溪滨村

深甽村

建房户姓名

竺存芳

竺兴常

竺豪鳞

竺莉凯

胡时武

胡红燕

拟批准面积（㎡）
112.5

112.5

121.8

121.8

104

104

建房性质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序号

7

8

9

10

11

村名

深甽村

柘坑戴村

总计

建房户姓名

胡秋燕

俞福妹

杨丽君

戴静怡

戴惠民

拟批准面积（㎡）
104

60

120

61.8

121.8

1144.2

建房性质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新建

宁海县深甽镇个人建房用地批前公示
为了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审批原则，现将申请建房户的有关情况向社会公示，若有异议的希在公示日起10个工作日内来人或来电，向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及深甽镇人民政府如实反映相关情况。
联系电话：65579625（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65230311（深甽镇）

深甽镇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4日

附：批前公示建房户名单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劼阳）
近日，“妈妈的味道”浙江省第三届民
间美食巧女秀活动在衢州市水亭门
历史文化街区广场举行。期间，由桑

洲镇妇联选派的成校美食人才章才
芬的肉灌蛋麦饼获得“最佳人气奖”，
充分展示了桑洲当地美食工艺制作
水准。

据悉，该比赛收录了全省 60道
特色美食，由各县市区选送 60余位
民间美食人才同台竞技，专家评审团
通过试吃、观赏参赛美食打分及网络

投票形式评出巧手美食奖、特色风味
奖、最佳人气奖。桑洲镇肉灌蛋麦饼
因其独特的口味及造型获评比组青
睐，成功获评“最佳人气奖”。

浙江省第三届民间美食巧女秀活动举行

桑洲美食获“最佳人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