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 日前，总部中心广场工

地上，施工人员开始土石方开挖和

桩基基础工程。目前该项目工程已

完成支护桩建设，土石方进度也已

经完成一半，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整

个地下室的底板，明年年底将完成

主体工程。

总部中心 C-2 地下城市停车

场 总 投 资 约 2 亿 元 ，项 目 总 面 积

2.23 万平方米，其中广场面积 2.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

米，地上部分由景观绿化和地面硬

化组成，地下部分是三层停车场，设

置机车停车位 1195 个，非机动停车

位500个。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这些书既接地气，又

贴近民生，村民们非常喜欢。”近日，

城西新区下田桥村党支部书记田江

生在村文化礼堂前接过一摞摞书

籍，感慨地说。

据悉，市 科 协 开 展 送 文 化 下

乡活动，给该村送去了 1500 余册

有关农村的政策法规、种植养殖

技术、健康生活、食品安全等方面

内容的科普图书。随后，科协工

作人员又赶往李店二村，将千余

册书籍送到该村。

科普书籍进农村文化礼堂，既

丰富了科普活动形式，把科普宣传

很好地融入到文化礼堂中，又切实

满足了有阅读需求的农民朋友，帮

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一些

技术难题，深受村民的欢迎。

据了解，市科协送文化下乡自

2012 年起就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目前已送出数万册书籍。

科协：
科普图书
进文化礼堂

□记者 程明星

本报讯 9 月 30 日，市农业农村局

举行 2019 年水稻新品种示范展示暨

“看禾选种”观摩研讨会，通过现场“看

禾选种”，让种粮户们来选择水稻品

种，以实现品种的精准定位和精准营

销。我市近60多名水稻种植大户在会

上认识了最新品嘉优中科系、甬优系

等系列的籼粳杂交水稻品种。

当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局、市种子

管理站讲解员带领各镇街区农技员和

种粮大户先后参观了芝英镇桥里、石

柱镇姚塘晚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基地里，四十多种水稻株株叶青籽黄，

低沉的稻穗展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观摩人员不时掂起稻穗，仔细察看品

种穗型、结实等情况。

“我承包了近500亩的稻田，单季的

有近200亩水稻品种是甬优17号，连作

晚稻有30多亩甬优9号。今年新品中，

我比较喜欢甬优1540。”江西籍的种粮

大户张殿中和记者分享了自己心得。

市种子管理站副站长吕高强说，当

下水稻市场品种井喷，种粮户们对水稻

品种的选择也越来越谨慎，经销商对品

种选择也越来越重视。对于本次所展

示的水稻新品种，专家建议，种粮户们

可试种成功后再扩大种植面积，切勿盲

目扩种，新品系也应少面积试种摸索。

经过综合评选，单季稻选出嘉优中

科 13-1、甬优 1540、甬优 15、嘉丰优 2

号、甬优 6760、甬优

5550，连作晚稻选出

甬优1540、嘉优中科

10号、嘉丰优2号。

实现品种的精准定位和精准营销

种粮大户“看禾选种”

□记者 陈慧

本报讯 日前，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举办返乡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培训现场

招聘大会，为返乡退役军人搭建创业

就业平台。

今年，我省消防救援队伍招录消

防员 700 人，均限男性，其中定向招录

退役军人 280 名。现场，永康消防大

队咨询台前围满了前来问讯的退役军

人，永康消防大队永康中队排长金伟

涛说，前期我市已有不少退役军人登

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

录平台报名，今天来到招聘会现场，也

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优质的退役军人。

飞剑工贸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战

略合作伙伴、金华市军民融合典型企

业，该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李小令说，

企业原来就有退役军人员工 10 多名，

他们纪律性、学习能力、上进心都很

强。此次来招聘人力资源行政助理、

车间管理储备等职员，希望发挥退役

军人忠诚和执行力强等特点。

“对刚退役的军人来说，参加招聘

会能缩短迷茫期，快速找准自身定

位。”退役军人、前空军雷达兵俞锦南

告诉记者。现场，参加招聘大会的企

业共为退役军人量身定制了 381 个就

业岗位。永康农商银行为退役军人解

读“拥军信用贷”政策，现场办理贷款，

为返乡退役军人提供资金支撑。

当日，永康农商银行与 12 名退役

军人达成初步贷款意向，为2名退役军

人发放“拥军信用贷”贷款60万元。各

企 业 提 供 岗 位 月 薪 都 在 4000 元 到

8000 元不等，其中丹弗中绿科技有限

公司更为退役军人提供了年薪20万元

的就业岗位。退役军人纷纷为这次大

会点赞。

据悉，我市每年都有大批退役军

人返乡。仅今年，我市已返乡登记的

退役军人有 160 多名，除返校完成大

学学业外，普遍有强烈的创业就业愿

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表示，未来将

拿出更多举措为退役军人精准施策、

精准搭台、精细服务，通过开展技能培

训、扶持创业、职业推荐等方式，帮助

他们实现新的转身。

搭建创业就业平台 帮助退役军人实现新的转身

我市举办返乡退役军人现场招聘会

□记者 应柳依 通讯员 楼贝贝

本报讯 9 月 30 日，我市举行“从

心出发 同心同行：7 个音符奏响护航

民企之歌”法律服务进企业专项活动

启动仪式。

此次专项活动以破产、执行、知识

产权、金融、劳动、刑事、商事、产权7个

专业化宣讲团组成7个音符，为企业提

供更专业法律指导，促进非公经济健

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此次专项活动既践行了初心和使

命，又激发了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激情，

培育了企业健康良性发展的环境。”市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楼常青表示，深入

开展“三服务”活动，为企业做好“体

检”、办好“会诊”、开好“处方”，通过提

供优质法律服务，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

律风险，营造良好法治营商环境。

启动仪式后，宣讲团趁热打铁，开

展了第一期专题宣讲——企业风险防

范。主讲人许玲晓法官围绕企业常见

的工伤保险及买卖合同相关法律问

题，对法条进行解释，列举释明企业实

际经营活动中应防范的风险点。

“宣讲团列举的一些关于买卖合

同和担保链方面的案例，让企业家们

警醒。今后公司会更加注重法律意识

的提高，建立规范的企业内部管理体

制，做遵法守法的好企业。”中信厨具

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程韶表示。

据悉，接下来，宣讲团成员将建立

服务企业的长效机制，不断优化法律

服务，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及时与

有关部门对接，发挥其广泛联系非公

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和各级商会的组织

优势；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加强宣讲成果的及时转化，

让实在的措施能够服务更多的企业。

我市服务入企促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记者 李梦楚

本报讯 7日上午，浙江圣雪休闲

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朱

晓辉组织所有党员，来到古山镇大江

畈村开展“情寄重阳，礼敬老人”活动。

党员们将金秋温暖送进老人们

的心田。在村老年活动中心，党员们

亲切地与老人们聊天、拉家常，其乐

融融。得知大江畈村正在开展新农

村建设，朱晓辉表示愿意出资为村里

修建文化礼堂。

朱晓辉说，圣雪公司将继续承担社

会责任，为老人们奉献爱心，弘扬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7日，我市举行“九九重阳节 浓

浓爱国情”敬老活动。

活动为“我的孝老爱亲故事”主

题征文与摄影作品比赛进行颁奖，

并为绿康丽州家园的老人们准备了

精彩文艺表演和书画展示。

记者 杨成栋 摄

九九重阳节
浓浓爱国情

爱心企业重阳节关爱老人
出资修建村文化礼堂

9月24日，石柱镇下里溪

工业区兴安大道永康市都迪

工贸有限公司未按时报送 2

名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处以

200元罚款。

9月24日，石柱镇下里溪

工业区兴安大道未按时报送4

名流动人口信息被警方处以

400元罚款。

9月24日，石柱镇下里溪

工业区兴安大道永康市原始

森林滤清器有限公司未按时

报送10名流动人口信息被警

方处以10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
温馨提示：根据《浙江省流动

人口居住登记条例》，用人单

位在录用或解聘流动人口员

工时，应该在三个工作日内

报送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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