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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表示加盟第一天

1.如需插图，每期加收 50元。

2.特殊字体（颜色），每期加

收 20元。

[ ]东阳海堂建筑

造豪宅别墅，找海堂建筑。

设计、施工、装修一条龙服务。

招聘：办公室文员，有意者请联系。

联系人：陈海堂 18967990725

客 服 热 线 ：781111 （ 移 动 ）

83838976

地址：寒山路 E幢 3单元 201室

[ ]油 漆

立邦漆天南总经销
代理：盼盼硅藻泥、晾衣架，德国朗

饰墙纸，福人地板，优丽雅特窗帘。

承接：内外墙涂料施工，古建筑等。

地址：天台中山东路 388 号（老县

府门口）

电话：83888298 政府网：657566

[ ]C 出 租

单身公寓出租
位于实验小学门口瑞富中心一单身

公寓，豪华装修，带中央空调，可拎

包入住，有意者租金面议。联系电

话：13586235778（615778）陈先生

厂房出租
天台格林金地工业园位于济公大道

699-10号，有厂房 2楼、办公楼出

租，消防设施齐全，管理健全，交通便

利；另有水厂路 5-7层办公楼出租。

电话：13506768787（668787）

83811283陈女士

[ ]F 服 务

金龙灯饰 欧普照明
专营品牌：诺克照明、企一照明、凯

撒琳灯饰、庆溢照明。

地址：客运中心售票大厅内上 2楼

服务热线：83900010

15267671862（631862）

微信号：15267671862

[ ]旅 游

天台唐兴旅行社
（许可证号 L-ZJ00278）

春节高档精品路线推荐：祈福法门寺———西

安四星双飞五日游 4280 元 / 人起

（2.14-2.19发团）；张家界双高五日游3830

元/人起（纯玩无自费，五星住宿，赠送表

演）；尊享北京双高五日游3580元/人起

（2.14-2.18发团，全程无购物无自费）；哈尔

滨、雪乡、亚布力纯玩双飞五日游5880元/

人起（2.13-19发团）；昆明大理丽江豪华双

飞六日游2690元/人（2.16-17发团）；具

体行程及价格欢迎来电咨询：83837077/

83802188 13967607177 政府网：657177

地址：赤城路490号

天台海峡旅行社L-ZJ00269

12月 29日黄山景区、塔山三日游 398

元 /人，12月每周末发海宁皮革城一日

游 58元 /人，12月温州百岛仙叠山一

日游 98元 /人，12月绍兴安昌古镇温

泉一日游 168元 /人，南浔古镇苏州二

日游 299元 /人,海南双飞五日游 2780

元 /人起, 哈尔滨雪乡双飞经典 6日游

1880元 /人起，我社提供省内疗休养和

商务考察行程，更多线路欢迎来。

联系人：胡 13586210068/610068 蒋

15305761325/521895 地址：天台东湖

小区 15幢 109室（水立方斜对面）

天台山水旅行社有

限公司许可证号：L-ZJ00181

杭州海外旅游有限

公司许可证号：L-ZJ-CJ00029

欧陆风情哈尔滨、激情亚布力度假

村滑雪、梦幻雪乡、俄罗斯小镇双飞

5 日游 12 月 25 号出发，3700 元 /

人；厦门三日游：980元 /人，每周

二、五出发；2月 15号（大年 30）美

国塞班岛 12499元 /人（经济型酒

店）14399元（豪华型酒店）。更多

线路请来电咨询。联系人：665959

（13867605959） 电 话 ：83886016

83838328地址：体育场西路 31号

天马旅行社 L-ZJ00366

年末大酬宾；海宁皮革城一日游 28元 /

人 （20-60 周岁）（年终促销，12 月

25-29日每天发团）；宁波罗蒙环球乐园

一日游全天畅玩价 198元 /人，绍兴柯

岩、鉴湖、鲁镇、安昌古镇一日游 138元，

（成人赠送珍珠手链价值 80元一条），

海南双飞五日游 1750元 /人，老年特惠

云南瑞丽腾冲双飞六日游 1990元 / 人

（ 天 台 出 发 一 价 全 含 ）。 电 话

13968574138（674138）；地址：天台县人

民东路 427号（实验中学老大门旁）

华顶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ZJ-CJ00195

体验畲乡年味二日游，每周六发班，198

元；『自由行·爱上广东巽寮湾』双飞四

日游，1月天天发班（除元旦），成人：

1798元，儿童：1380元；逛庙会、爬长城、

游故宫五日游，2月 14-19 日发班，成

人：2880元，儿童：1980元；哈尔滨、亚布

力滑雪、梦幻雪乡、欢乐冰雪世界、俄罗

斯主题庄园纯玩双飞六日亲子游，2月

16/17/18/19日，成人价：7950元，儿童

价：5280元。咨询热线：0576-83966696

83955595 地址：天台赤城路 545 号

（小北门车站对面）

华顶国旅出境中心
许可证号：L-ZJ-CJ00195

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 8 日游，成人：

￥24800，儿童：￥23800，2 月 14 日发

班；越南 +吴哥窟五晚六日尊享游，成

人：￥6690，儿童价：￥6090，1月每周

三，2月 7/28日发班；美国西海岸 +旧

金山 +夏威夷 10日，成人：￥21999，儿

童：￥18999，2月 8日发班；美国西海岸

十一日游，成人：￥21100，儿童：

￥18500，2 月 12 日发班。咨询热线：

0576-83966696 83955595 地址：天

台赤城路 545号（小北门车站对面）

[ ]Z 转让房屋地基

杭州公寓出售
北有雄安新区，南有杭州湾新区，住

宅总价仅为 70万元起，精装修交付，

单价 8300元 /平方米起，首付 21万

元起，不限购不限贷可落户 70年大

产权，投资前景看得到！心动吗？拿起

手机拨打电话 13957684111/576811

预约看房吧！

别墅出售
坐落在浅水湾一别墅欲出售，占地

800平方米，建筑面积 356平方米，

有意者请联系，价格面议。

电话：13958509289（529289）

商品房出售
位于天都花园中心（一期）商品房一

套，5楼，面积 171平方米，4室 2厅 2

卫，车库 29平方米，有储藏室，车库

和储藏室联通，周围环境好，网球场

及各类健身器材近在咫尺。现欲出

售，价格面议。电话：13968439822

旺铺出售
位于天台杨帆大厦临街旺铺 160平

方米，70年产权，年租金 7.5万元，现

按商品房价格出售。有意者电话联

系：18957635281戴先生

[ ]Z 经营场所转让或合作

浴室转让
因本人另有发展，现欲转让一浴室，

面积 800多平方米，地理位置优越，

停车方便，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8258698139 短号：731288

山庄转让
因本人另有发展，急转让或出租位于

白鹤龙穿峡景区边的山庄，证照齐

全，位置环境好，有餐饮、住宿、会议、

垂钓等综合功能，非诚勿扰。

电话：18767657799

[ ]Z 招 聘

天台县如家养老院
如家养老院环境优雅，设施齐全，内

设套房、单间、双人间及康复中心，现

面向社会常年招收全自理、半自理及

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地址：赤城街道坝头村

电话：13566696331 政府网：696331

三一挖机招聘
因业务需求，现急招业务员、维修工

程师、驾驶员；要求：23-35岁，高中

及以上文化，有驾照。

电话：18267658880

广告热线：83811084 553159（移动）

第 2368期
动动手指 足不出户 即可办理

咨询热线：553159 QQ：932122271
每则每期 30元 10期起登

每则限 50字 连做 6个月送 1个月

扫一扫，
小编帮您办手续

支持网银、支付宝、微信付款……

精装修商品房出租
本人有坐落在桥南商品房，大套建筑面积 240平

方米，4卧 3卫 2厅 1厨，小套建筑面积 160平方米，

3卧 3卫 2厅 1厨，设施齐全，精装修，有车位，现欲

对外出租，租金面议。电话：18069369198

记者 李兆葵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县委书记管文新在参

加第三、第六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树立全局

观念，以铁的决心、实的举措，主攻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狠抓全域美丽、全域景区和全域旅游，

推动区域融合发展，全面振兴实体经济，推动

乡村振兴。

在审议时，代表们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大

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求真务实的态度，围绕

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三

个工作报告和我县今后的发展展开了热烈讨

论。大家认为，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

院”工作报告思路清晰、重点突出，自始至终充

满为民情感，体现负责态度。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管文新对县

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去年的工作表示充分肯

定。他指出，广大代表着眼发展、顾全大局，在

审议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听完后很受启

发，进一步增强了推动发展的紧迫感。县相关

部门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吸收好代表的意

见，使审议通过的各项报告目标更加科学、思

路更加完善、措施更加有力，更加贴近我县实

际，更能体现全县人民的意志，更有利于我县

今后发展。

第三代表团的代表来自福溪街道和南屏

乡。管文新指出，要坚定决心，推动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全面振兴实体经济，争做新时代“名县

美城”建设的示范。优化升级是痛苦的过程，关

键是找准解决办法。我们要统筹福溪街道和南

屏乡现有资源，实现农旅文、制造业与服务业、

城乡融合发展；坚持创新发展，强化“扶强、活

小、整治、搭台”的工作导向，关注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和智能化，增强产业创新力和竞争

力；坚持绿色发展，处理好大破与大立关系，结

合乡村振兴，大力推进环境革命；坚持品质发

展，以“五皮”精神抓招商引资，建设商贸南区，

挖掘村庄文化，建设美丽乡村。

第六代表团的代表来自街头镇和龙溪乡。

管文新指出，要围绕旅游，加快区域融合联动

发展，推动全域美丽、全域景区和全域旅游，努

力成为乡村振兴的示范。要以后岸田园综合体

为龙头，集中精力做好寒岩、明岩景区开发和

农旅集聚区建设，把后岸旅游村的优势发挥到

极致。建设品质小城镇，项目化推进吃住行、游

购娱，解决全域旅游要素制约。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扩面提质，全面实施垃圾分类，重点抓整

治村、示范村、景区村，抓公路风景线、水上风

景线和美丽乡村精品线，凸显天台特有的山水

韵味、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进一步谋划、推动、

完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西部旅游创造

良好的硬件环境。

记者 方彬冰摄影记者陈钦
本报讯 昨日上午，参加县政协十届二

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对杭绍台铁路建设项

目开展视察。陈政明、陈益军、陈长瑶、曹元

新、陈达优、齐显移、张卫平等县领导参加

了视察。

在该项目现场，委员们观看了展板，听

取了杭绍台铁路建设项目进度介绍，对该

项目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当看到

展板上描绘的项目规划、效果图后，许多委

员兴奋地拿起手机拍了起来。

自 2016年 3月 28日该项目开始预可

研评审开始，我县仅用了 8个月时间就完

成项目审批，项目先行段九龙山隧道仅用

了半个月时间，便完成施工便道和开工场

地平整，于 2016年 12月 23日顺利开工，

现已进洞施工了 260米。

为确保该项目“零障碍”施工。过去

的一年，杭绍台铁路（天台段）沿线相关

乡镇（街道）、村，争分夺秒，破难攻坚，推

进政策处理工作。目前，该项目正在抓紧

做好安置区规划修编、红线内房屋丈量评

估等工作，争取于 2021年 7月 1 日前全

线建成并通车，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视察结束后，委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切实履行好职责，建言献策，

为天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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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璐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县委副书记、县长潘

军明在参加第二、第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在新常态发展下，要坚定信心和决心，牢牢

把握发展新机遇，拉高标杆、埋头苦干，争做

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代表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审议了

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大家认为，几个报告的工作总结

实事求是，工作安排指导性和操作性强，立

意高远，催人奋进。代表们还就工业经济、美

丽乡村、全域旅游、“城中村”改造等工作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

在第二代表团，潘军明对过去一年来始

丰街道和石梁镇在“名县美城”建设中起到

的突出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始丰街道

是我县城市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主战场，面对

时代赋予的机遇，要以打造“城市客厅”“城

市核心”“4A旅游景区”为目标，不断推进

始丰湖公园建设，加快“城中村”改造、高铁

区块、中德产业园区等重点工程建设进程。

石梁镇是我县发展生态旅游的主战场，要在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

上，不断丰富业态，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

第七代表团由坦头镇、三合镇、洪畴镇

和泳溪乡的代表组成。潘军明指出，东部发

展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要牢牢抓住传统产

业优化升级这一主攻方向，通过扶强扶优、

股改上市、龙头引领、小微园建设等，擦亮

“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要重点突破产城融

合，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拉开城市框架，打造

“高质量发展”平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继

续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深入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全力以赴守住平安底线，深化平

安天台建设，广泛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各类

安全隐患，为新时代“名县美城”建设作出

新贡献。

潘军明在参加第二、第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争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记者张璐
本报讯 昨日下午，县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行政中心第一报

告厅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陈政明、褚人福、

陈长瑶、曹元新、陈达优、齐显移、张卫平、许

英雷和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大会

由县政协主席陈政明主持。

县领导管文新、潘军明、林峰、施亚东、

余昌杰、戴世勇、曹蕉红、陈剑、王欣东、李伟

平、裘国宏、庞一飞、褚夏芬、潘灵杰、汤京、

梅东晓、倪海燕、陈天新，县人民法院院长葛

利江，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虞胜禄，曾担任

县级领导职务的在职同志应邀出席大会，并

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表彰了优秀提案、提案办理先进单

位、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先进界别

小组、优秀政协委员及本次大会优秀发言委

员；通过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建议案；通过

提案委员会关于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案

初审情况的报告；通过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

决议。

会上，陈政明指出，县政协十届二次会

议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全体与会同志

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了！会议期间，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开幕

式和闭幕式，听取了大会报告和委员发言，

参加了小组讨论，与委员一起共商发展大

计。全体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负责

的态度，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围绕事关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协商议政，踊跃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始

至终洋溢着团结民主、求实鼓劲的浓厚氛

围，是一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大会，更是

一次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大会。

陈政明指出，会议期间，县委书记管文

新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过去的一年，县政协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县委的充分

肯定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名县美城”

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要求广大

政协委员在新的一年里，坚定政治方向，广泛

凝聚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突出善谋实干，主

动投身“名县美城”的生动实践；加强自身建

设，切实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要认真

领会、落实好管书记讲话精神，不辜负县委和

全县人民对政协委员的殷切期望。

大会号召，新时代、新征程已经开启，大

家要以中共十九大及县十四届党代会精神

为指引，以县“两会”精神为主线，开拓思

想、聚势谋远、尽职尽责、埋头苦干，努力把

政协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新时代“名

县美城”建设作出新贡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县政协十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县政协委员视察杭绍台铁路建设

管文新在参加第三、
第六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树立全局观念
推动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