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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分类广告

分类信息
出租出售回收

发电机组13588613758
白垤里别墅转让

3432 占 地 800㎡，建 筑
600㎡。13857955500

东虹未建房转让
3468二间18368699201

厂房低价出租
3495 黄 务 村 钢 架 结 构
850㎡。13758981234

承接加工业务
3550 冲床压机对外加工
可做模具。13858937638

高圳幢房四间转让
3557，13858904756，754756

厂房出租
3561花川工业区银桂南路
标准厂房1-2层共4500㎡
出租，有货梯，独门独户。
15857982959，726925杨

更 正
3586 刊登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永康日报》第 8
版撤销永康市神超模具
设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组公告中股东会决
议应更正为股东决定，特
此声明。

声 明
3597 永康市古山荣丰市
场开发服务部遗失法人
章、公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声 明
3596 永康市古山荣丰市
场开发服务部遗失建行
永康古山支行核发的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82001476401，声 明
作废。

声 明
3601 浙 A5609B 车主王
文 江 保 单 号
8051120203307840042
18；浙 GFY711 车主浙江
海王电器有限公司保单号
8051120203307840077
80；浙GUQ507车主浙江
海王电器有限公司保单号
8051120203307840050
31；浙GUQ609车主浙江
海王电器有限公司保单号
8051120203307840042
21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
支公司的机动车商业保
险单，声明作废。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10 月 16 日，市政协组织相关

部门召开“推进全市文化旅游发展”调研

课题组第一次会议，贯彻落实市委《关于

围绕永康高品质发展开展“五个一”调研

活动方案》，部署开展“推进全市文化旅游

发展”课题调研相关工作。市政协主席朱

世道、市政协副主席胡潍伟和秘书长丁月

中参加。

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系列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省、金华市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

设文化旅游强市取得积极进展，文化旅游

产业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不

断增强。

为确保调研质量，实现市委“形成一

篇高品质发展调研报告，提出一批支撑高

品质发展的项目，提出一揽子破解高品质

发展的政策意见”的目标要求，调研将采

用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实地考察、协

商讨论等方式。

会议指出，课题组人员要深入调研，

通过学习先进、梳理现状、剖析问题、提出

对策，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加快储

备高品质文化旅游发展项目、出台高品质

文化旅游发展政策意见提供有力支撑。

朱世道说，促进我市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撑，要提高政治站

位，解放思想，从永康大局出发，谋划好文

化旅游发展思路，做深做透文化旅游这篇

文章；要明确责任，细化方案，把握工作节

奏，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和各自工作职责，

认真完成好此次调研工作。

市政协召开课题组会议

千方百计推进全市文化旅游发展

我市召开专项行动推进会

发挥“三师”优势
助力稳企赋能
□记者 童英晓

本报讯 10 月 16 日，我市召开“三师

助企、无微不至”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暨

“百日服务”晒拼创活动部署会。会议指

出，要充分发挥“三师”（律师、会计师、税

务师）专业人才优势，助力小微企业应对

风险，化危为机。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三师助企”专项

行动走深走实，我市将开展“三师助企、无

微不至”服务联盟集中驻园暨“百日服务”

晒拼创活动。活动以全市 10 家省级小微

企业园为重点，常态化提供法律体检、财务

咨询、税费指导等服务，助力稳企赋能措施

落地见效。活动将通过开展联盟集中驻

园，打通常态服务“大闭环”；聚焦涉企政策

答疑，开设“三师”助企“大讲堂”；深化“吹

哨报到”机制，组团开展难题“大会诊”；建

立联盟晒拼机制，开展一线服务“大比拼”

等四大举措，切实提升我市小微企业园营

商环境，推动我市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我市小微企业数量庞大，是

整个经济金字塔塔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

对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比

较弱，面对疫情的冲击和错综复杂的国际

形势，很多小微企业发展步履维艰。会议

希望服务联盟全体成员要提高认识，高标

准当好服务小微企业的“勤务员”；运行上

要更加顺畅，让企业反映的问题“事事有回

应、件件有着落”；保障上要更加到位，确保

助企服务规范有序、精准高效。

会议还为“三师助企、无微不至”服务

联盟驻园工作站授牌。

10月14日，市妇联幼儿园的师生、家长和志愿者代表开展了江岸护绿行动。大家手持铁钳和垃圾袋，仔仔细

细搜寻着绿化带里的垃圾，用行动践行绿色环保理念，助力省示范文明城市创建。 记者 胡锦 通讯员 林建华 摄

童心护绿童心护绿 助力助力““创文创文””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10月16日，市委副书

记胡积合带队开展文明卫生城市创

建“一周一主题”督查，本周督查重

点为城中村、城郊村环境卫生。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婉珍参加。

胡积合一行首先来到东城街

道河南二村开展步行巡查。督查

组发现该村的绿化带缺乏养护、公

交站牌贴满“牛皮癣”、地面垃圾清

扫不及时等问题突出。此外，该村

房前屋后乱堆放、垃圾未分类等现

象也较为普遍。在经济开发区长

城村，督查组也发现了同样的环境

卫生问题。此外，长城村还存在物

流车辆乱停放、餐饮店门前地面油

污厚、出店经营现象较多等情况。

针对发现的问题，胡积合要求有关

部门立即行动，分片包干，迅速整

改。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胡积

合表示，城中村、城郊村环境卫生

管理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难点，也是

我市环境卫生管理的薄弱环节。

各相关部门和各街道（区）要以最

大决心、最实举措、最强力量，打好

“创文”人民战争，积极探索城中

村、城郊村卫生治理的新路子。要

专题交办，全面理清问题短板，罗

列整改清单，第一时间反馈、第一

时间落实整改。要专门发动，把现

场会开到村里，开到薄弱点位上，

切实形成“一把手”抓、常态化抓、

落后村重点抓的工作机制。要专

班运作，街道（区）要建立领导班子

分区域联系专班，加强监督、压实

责任，重点抓好环境卫生工作。要

专项整治，集合公安、综合执法、市

场监管等部门力量，设立执法突击

队，对乱停车、出店经营等现象逐

项开展专项整治，严管严整，重拳

出击，力求让城中村、城郊村环境

面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为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舒适、优美、

宜居、宜业的环境，为全市经济社

会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环境。

市领导开展创建“一周一主题”督查

探索城中村城郊村卫生治理新路

优雅城市 大美永康

文明创建进行时

□记者 胡颖 通讯员 邵海波

本报讯 近日，市市场监管局组

织“浙江制造”认证联盟相关行业专

家，针对电磁兼容、安全检测、产品

认证等行业共性问题，开展了为期

一天半的全省首场浙江制造认证联

盟电动工具行业培训。

电动工具是我市重点细分行业

之一。为增强电动工具生产企业的

竞争力，推动构建电动工具产业国

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市场监

管局根据前期走访调研情况，组织

了 41 家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参加培

训。培训会覆盖了我市80%以上的

电动工具生产企业，并吸引了金华、

武义等周边地区企业参加。

据悉，此次培训由美国 UL 认

证、TUL莱茵检测认证、CQC中国质

量认证中心、浙江方圆检测集团等5

家“浙江制造”联盟成员认证机构的

实验室工程师进行授课，课程包括

IEC62841-2标准解读、出口转内销

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流程、电动工具

的安全检测与不合格案例等具有较

强专业指导性的内容。培训会还对

前期征集的问题进行现场互动答疑。

浙江制造认证联盟电动工具行业培训会召开

□通讯员 何县生

本报讯 近日，四川理县的甜樱

桃、丑柑不知火等水果在浙江农信

丰收互联App上热销,上线7天，共

计销售2000公斤，销售额超5万元。

为深入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

对口支援工作，永康农商银行主动

对接参与理县农产品推广，为理县

的甜樱桃、丑柑不知火等水果策划

了售卖活动，通过丰收互联 App 搭

建线上平台，将理县农产品推向市

场。为进一步促进理县农产品销

售，该行还与华联商厦开展合作，推

动理县农产品走进永康市民的生

活。截至目前，活动累计发放消费

券 4000 多张，直接带动华联商厦理

县馆销售额30多万元。

下一步，该行还将发挥“互联

网+直播平台”的优势，持续开展助

农帮扶活动。

永康农商银行：

让理县农产品搭上互联网扶贫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