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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幼儿园补短提升工程，

建成方岩、前仓、芝英第二公办中心幼

儿园，实现乡镇公办中心园全覆盖。

2020年10月17日，方岩镇第二

中心幼儿园正式开园。

“我家小洁正好赶上入园，真的

是太好了，希望她能度过一个愉快的

幼儿园生涯。”开园典礼上，看着功能

齐全、充满童趣的校园，王女士激动

地说。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曾经，我

市学前教育基础弱、底子薄、城乡差

异大，是教育发展的短板。近年来，

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教

育部门将“幼有所育、学有优教”作为

目标，通过增学位、提质量、促均衡、

树品牌、抓特色，多措并举，实现了全

市学前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2019 年，我市出台了《关于加快

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我市将

逐年提高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设立学

前教育专项经费500万元，扶持学前

教育事业发展。同时，继续加快公办

园建设，鼓励村集体办学，探索利用

国有资产扩展学前教育容量。

2020 年，我市完成了芝英镇第

二中心幼儿园、方岩镇第二中心幼儿

园、前仓镇第二中心幼儿园、城西新

区第二中心幼儿园、经济开发区中心

幼儿园（扩建）、凤凰城幼儿园、唐先

镇中心幼儿园、机关第二幼儿园、高

镇幼儿园等 9 所公办幼儿园建设，新

增学位 2340 个。2021 年，我市计划

完成西城街道中心幼儿园、西溪镇中

心幼儿园、象珠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古山镇第三中心幼儿园、古山镇胡库

幼儿园、城西香墅幼儿园、九龙湾幼

儿园、中月珑园幼儿园、星月嘉园幼

儿园等 9 所公办幼儿园建设，新增

2700个学位。

除此之外，我市深入推进薄弱

幼儿园整治工作，制定了《薄弱幼儿

园整治方案》，以薄弱幼儿园专项督

导为推手，按照“改造提升一批、整

治规范一批、关停处置一批”的工作

思路，疏堵结合、分类处置，对剩余

准办园及条件相对较差的三级园开

展专项整治。同时，建立了“一园一

策”整治计划，通过设立督学机制，

建立整改清单，提升民办幼儿园整

体办园水平，极大缓解了“上好园

难”的问题。

接下来，我市将立足硬件补短

和内涵提升并行，继续做好学前教

育补短提升工作，不断扩大教师队

伍、提升教育质量，开拓“幼有优育”

新局面。

□记者 程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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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保洁工
4593 邵宅村招保洁清运
工，工资按月计算，联系
邵先生13605895499

收二手设备
4233，租发电机13588608700

花街厂房出租
4273，330 国 道 边 ，
2800㎡，交通便，水电全。
13506598501，698501王

清溪厂房出租
4512 占地 3000㎡，建筑
9300㎡共五层。电话：
13967939797，559797

兰溪厂房出租
4532 游埠高速出口旁，
18000㎡宜铝熔铸加工，有
铝轮毂制造环评及铝熔炼
相关手续。13904030765
18606881666

东城厂房出租
4578，400㎡。13758984176

小微园厂房转让
4592 堰 头 未 建 厂 房 。
13868959591，571591

房屋急转
4602时代公寓，长城幢房，
黄金店面。13106247057

声 明
4604 缙云县悦盛环卫设
备有限公司遗失浙江增
值税普通发票三张，票号：
15269680、 15315499、
15315496，声明作废。

声 明
4605 胡 小 龙 遗 失 身
份 证 ， 证 号 ：
330722200002060015，
有效期限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
声明作废。

声 明
4608 永康市古山泰立五
金制品厂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永康市支行核发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382002166402，声 明
作废。

声 明
4610 朱富豪遗失金华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
收 据 一 份 ， 号 码
0001571780，款项内容：
田园休闲道路水泥路保证
金20000元，特此声明。

声 明
4609 浙江联赢建设有限
公司遗失金华市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统一收据一份，
号 码 0001571777，款 项
内容：后塘弄一村美丽田
园休闲道路工程投标保证
金10000元，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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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两会筹备会召开

确保市两会
安全有序顺利进行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1 月 8 日，市两会筹备会召

开。市领导胡积合、章锦水、卢轶、胡增

强参加。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组前期筹备工

作情况汇报。据了解，市政协十四届五

次会议、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分别

于 1 月 18 日、1 月 19 日开幕，目前各项

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市委副书记胡积合说，市两会是

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扎实做好相关筹备工作；要按照职

责分工，倒排时间，将任务细化量化，落

实到具体环节、人员；要高标准准备会

议的各种文件材料，认真核对不出差

错；后勤组织保障要精益求精，做好安

保、维稳、卫生、食品安全等各项工作；

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将各项防

控措施落实到位；要做好应对突发事件

的处置预案，排除安全隐患；会风会纪

从严从紧，把纪律意识、规矩意识贯穿

全过程；要通力协作，思想上一条心、行

动上一盘棋，确保市两会安全、有序、顺

利进行。

□记者 颜元滔

本报讯 1 月 11 日，市十七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召开。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陈美蓉主持会议，副主任章

锦水、祝鸿熙、王瑛、叶成超、陈剑云、杨

兵参加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周

启标和法检“两长”应邀参加。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十

三五”规划纲要执行情况和“十四五”规

划纲要编制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规

划纲要的编制和实施是我市谋划推进

各项工作的重要方式。市委高度重视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希望市政府

充分吸收借鉴会议所提的意见建议，进

一步对纲要进行修改完善，按要求提交

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

决。

会议对 2021 年度政府民生实事候

选项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一府

两院”工作报告、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

议代表建议意见办理工作的报告、市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草案的报告、市 2020 年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市 2020

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的报告进行初审。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

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市

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将于 1 月 19 日

至 21 日召开。会议还通过了《永康市

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民

生实事项目表决办法（草案）》、市十七

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变动及资格审查

的报告（草案），议案截止日期的决定

（草案）、《关于表彰 2020 年度履职先进

代表和优秀代表建议意见的决定（草

案）》、决定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各项

建议名单及原则意见（草案）。

会议还进行了相关人事任免。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召开

市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1月19日至21日召开

关于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工作月度考核结果的通报
为深入推进永康市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工作，2021年1月初，市创建办联合市纪委市监委、市委组织部按照《永康市

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和创建浙江省示范文明城市督查考评办法》，分组对市直创建重点部门和街道（区）的文明卫生城市
创建工作进行了2020年12月月度综合考评工作，现将具体情况通报如下：

文明卫生城市创建工作红黄榜

类别

部门

街道
（区）

社区

备注：红黄榜排名，部门、街道（区）按得分各确定一
个单位，得分最高且超过90分为红榜，得分最低且低于
80 分为黄榜。社区按得分各确定三个，得分前三名且
超过90分为红榜，得分最后三名且低于80分为黄榜。

红榜表扬单位

教育局、
行政服务中心（并列）

无

望春社区，西山社区，
高镇社区、下园社区

黄榜警告单位

无

无

无

市直创建重点部门得分排名

单位名称
教育局

行政服务中心
卫健局

交投集团
建设局

文广旅体局
公安局

市场监管局
综合执法局

商务局

得分
96
96

94.47
90

88.24
83
82
82

81.94
81

街道（区）得分排名

单位名称
江南街道
东城街道
西城街道

经济开发区
城西新区

得分
88.56
85.8

83.04
81.4
81.2

社区得分排名

单位名称

望春社区
西山社区
高镇社区
下园社区

许码头社区
西津桥社区
五金城社区
丽丰社区
南苑社区
卫星社区
平安社区
四方社区
金胜社区
园丁社区
紫微社区
西门社区

山川坛社区
飞凤社区

共建单位
（考核区块）

市信访局
市委老干部局、市关工委

市医疗保障局
团市委

市市场监管局
市委政法委
五金城集团
浙商银行
市法院

人保财险
市供电局
市教育局
市税务局
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
西城街道
交投集团
移动公司

得分

94
93
91
91
90
90
89
89
89
88
87
87
87
86
85
84
83
80

永康市创建文明卫生城乡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