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物保护单位
迎来光明使者

14日，文物保护单位用电安全专项检查启动仪式在芝英举行，即日起，国网电力党员服

务队将奔赴全市各文保单位开展用电安全检查。 记者 林群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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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班学员参加
早晚高峰岗位体验

□记者 卢明

本报讯 13 日下午，46 名中

青班学员走上街头，参加“文明

出行，安全劝导”早晚高峰岗位

体验活动。

在华丰路与丽州路交叉口、

九铃路与丽州路交叉口等5个早

晚高峰路口，中青班学员对电动

车闯红灯、违法载人、不戴头盔、

非法加装雨伞顶棚等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劝导。

据了解，举办这次活动的目

的旨在让中青班学员体验交通管

理工作，促使学员带动身边人增

进文明素养，同时提高年轻干部

与群众交流沟通的能力。

强化公共服务
加快政策落地

营造支持就业
创业的良好氛围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13 日，全国就业创

业工作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我市组织收听。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部门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落实

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

策放在突出位置；要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狠抓就业创业各项新举措

落地，突出重点，精准施策，促进

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推动创业创

新带动就业；要突出抓好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强职业

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强化就业

创业公共服务，全力确保就业局

势稳定。

□首席记者 陈晓苏

“杨九姑娘的运气来咯，共产党的

政策真好啊！”12 日上午 9 时许，四川

省阿坝州理县杂谷脑镇玛瑙村，村民

方桃花由衷发出感慨。这一感慨，源

于一趟跨越千里的特殊家访。

杨九姑娘的儿子蔡旭军，今年 17

岁，是我市职技校财贸汽修学部的一

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学生。说他普

通，是因为他和其他同学一样热情、阳

光，喜欢交朋友，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类

活动；说他不普通，是因为他是我市深

入推进东西部对口协作，今年 2 月接

收的首批 4 名理县来永就读的学生之

一。

“你儿子在学校表现很好，你放

心，我们会照顾好他！”职技校校长王

钟宝拿出三张照片，一一指给蔡旭军

母亲看，“这是他在学校大合唱比赛里

担任领唱的情景。”

杨九姑娘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

近三个月没见过面的儿子，擦了擦眼

睛，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每个孩子在

我们眼里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想给他

最合适的最优质的教育。无论他以后

是想继续学汽修，还是想学电子商务，

都可以，很多专业实习顶岗企业都抢

着要。”王钟宝说，暑假期间，如果蔡旭

军想留在学校实习，校方也会安排好

他的生活，“对于孩子们的教育，我们

一直倡导学校和家庭要一起发力，所

以，今天我们来了。”

“虽然他辍了两年学，但经过大半

个学期的努力，进步明显，现在各科成

绩处于班级中等水平。”职技校汽修专

业负责人陈武明说，为了让蔡旭军尽

快跟上节奏，老师和同学们都给了他

最大的帮助，他自己也很努力。陈武

明一边说着，一边在蔡旭军妈妈的手

机上留下了蔡旭军班主任的手机号

码，“想儿子了就打电话给他。”

“谢谢，谢谢，暑假让他去实习，

让他在学校里多学点知识，春节再回

来吧。”杨九姑娘说，自己不小心从三

楼跌落，伤得很重，丈夫又要打工维

持家用，儿子是为了在家照顾她才辍

学的。

看蔡家来了客人，邻居三三两两

都走了过来。“老师，我儿子能去你们

学校吗？”方桃花拉住了王钟宝，“他现

在在泸州读大学，三年花了不少钱，毕

业不照样还得到处找工作啊。”康建花

则接过杨九姑娘给她看的照片，嘴里

不断念叨着“好好好，真好。”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艳羡的情绪

写在他们的脸上，爽朗的笑声回荡在

大山深处这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

“校长，今年的招收计划怎么样？”

回程车上，理县教育局职业成人教育

股股长李明羌问。

“我们这边没问题，按照你们需求

来！”王钟宝说，“其实这次来，除了家

访，我们也想跟你们提前对接，做好准

备。”

对于理县的提问，永康教育给出

了肯定而又响亮的回答。

千里家访：从永康到理县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13 日，全省高质量建设美

丽浙江暨高水平推进“五水共治”大会

召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保持

战略定力，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和责任

担当，以更高的站位、更严的标准，久久

为功抓落实、合心聚力上台阶，巩固已

有成果，解决短板问题，奋力开辟美丽

浙江建设新境界。

会议指出，站在新时代新起点，要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持之以恒的坚守，

不断深化生态省方略，谱写美丽浙江建

设新篇章。要深刻把握高质量建设美

丽浙江的要求，努力做到坚持集中攻坚

与持久建设相结合、坚持点上示范与面

上推开相结合、要坚持经济生态化与生

态经济化相结合、坚持正面激励和反面

约束相结合、坚持完善制度与提升技术

相结合等“五个结合”，率先走出一条以

人为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省域现

代化之路。

会议强调，要明确重点、落实责

任，切实抓好年度工作落实。重点要

高质量编制美丽浙江建设规划纲要，

高要求做好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和新一

轮迎检工作，高规格办好联合国世界

环境日主场活动和中国环境与发展国

际合作委员会 2019 年年会这两大国

际活动；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用好科技信息手段，解决好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处置监管等难点问题，持续

推进“五水共治”，坚决防止污水反弹；

高水平推进生态领域“最多跑一次”改

革，全面实施“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

革，以“三服务”活动为载体，加强对企

业的技术帮扶，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会后，金华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

对 2019 年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强化监督

迎检工作作出部署。我市对近期“五水

共治”工作进行强调，要求各部门、各镇

街区全力做好城市黑臭水体督察暗访

迎检工作，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迅速

开展全面排查，全力整治好相关问题，

确保黑臭水体无处藏身；要扎实部署群

众满意度调查工作，要广泛开展宣传，

注重工作方法，提升群众对“五水共治”

工作的获得感；要扎实开展好“污水零

直排”创建工作，着力抓早开工，抓好质

量，注重规范，加快进度，确保我市“污

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走在前列；要切

实落实好“河湖长制”，确保“河湖长”履

职尽责到位，形成“一定三清四到位”工

作格局，探索有名有实“三化一星”规范

管理特色做法；要加快生态廊道建设，

重点落实项目落地、贯通两大绿道闭合

圈、树好廊道品牌、抓好氛围营造，营造

浓厚的生态廊道建设、“五水共治”工作

共建共享的氛围。

市领导胡积合、祝鸿熙、徐锴、王伟

在我市分会场参加。

全省高质量建设美丽浙江暨高水平推进“五水共治”大会召开

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图景

为完善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让更多的社会民众参与公共

文化场馆的管理和监督，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永康市文

化馆拟成立理事会，现诚招理事成员。理事成员最终由举办单位集体

研究确定。

申报条件：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 65 周

岁，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在本行业有较高声望，且长期关注和热爱文化

事业，热心公益事业，并未受过刑事处罚的中国公民。

报名时间：2019年5月15日——5月19日；

报名地点：永康市文化馆（胜利街 153 号 408 室，联系人：周学军，

13566750020）。

报名时，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其他社会职务相关

证件或证明材料。报名表详见永康市文化馆网站(www.ykwhg.cn/)

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19年5月15日

招募
公告

激光切割机销售
2467，13335968887，505899

收购旧设备
及发电机组13588613758

火锅店转让
9874 诚心转让，地段优

越 ，客 流 量 多 。 联 系 ：

13588613000

下里溪厂房出租
9898二楼各2600㎡、1500㎡
13967917111，687111

溪心未建房转让
9899两间半18368699201

厂房转让
9901 占地 7300㎡，建筑

9000 ㎡ ，国 有 双 证 全 。

电话 585252，548349

城西厂房出租
9908，3500㎡二楼，适合

装 配 ，独 门 独 户 。 电 话

13506795958，686248

标准厂房出租
9948 经济开发区北湖路

15158909666，320988

厂房出租
9955 方岩大道立交桥旁

有 2700㎡，1-6 层，有电

梯。13017977898

厂房转让
0008 城西蓝天路 9 号厂

房 整 体 转 让 。 533898，

15058549898

套房转让
0011紫微北路267号全新

装修转让。13758988079

厂房出租
0017 东 干 凤 凰 山 工 业

区有单层厂房 3500㎡出

租 。 电 话 ：程 693679，

13506792679

厂房出租
0016 武义胡宅垅 330 国

道旁二层新厂房6600㎡，

租金面议18158370986

店面出租或转让
0047 武义武阳路 1-2 层

多间。13064606151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079 永康市飞度日用品

厂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7年2月21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784MA28PN787M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飞度日用品厂

2019年5月1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081 永康市东利安金属

制品厂遗失永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9 月

5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8033732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东利安金属制品厂

2019年5月15日

声 明
0081 永康市东利安金属

制品厂遗失税务登记证

（副 本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850418531X7A，

声明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063永康市敏文小吃店

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8年3月9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784MA29RWG72M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敏文小吃店

2019年5月1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0059 永康市鼎盛装潢材

料经营部遗失永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3

月 20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2029479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鼎盛装潢材料经

营部

2019年5月15日

声 明
0071 周秀平遗失股权质

押通知书，（永工商）股质

登记股字[2011]第 0008

号，特此声明。

分类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