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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整改情况反馈

记者 钱不弢

昨日，全省实施“证照分离”改

革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就全

省实施“证照分离”改革相关事

项作了部署。副县长胡玲萍在新

昌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证照分离”改革

是突破商事领域“最多跑一次”

改革瓶颈的有力抓手，各地各部

门要统一思想，充分认识“证照

分离”改革的重要意义，要认识

到实施“证照分离”改革是转变

政府职能定位的重要举措，是改

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迫

切需要。同时，各地各部门要结

合职能、联系实际、统筹结合、强

化协调，抓好落实工作，确保“证

照分离”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各

地各部门要建立健全组织领导、

宣传指导、督查考核等“证照分

离”改革常态化工作机制，强化

保障。会上，湖州市、舟山市作为

试点地区，分别汇报了在推进“证

照分离”改革中的做法和经验。

视频会议结束后，胡玲萍就改

革工作的时间节点、任务目标作了

强调，她表示此次改革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有关部门要齐心协力、

相互合作，准确领会会议精神，切

实将改革工作按照时间节点、任务

要求落地落实。

据悉，根据相关要求，11月 10

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第一批

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实施“证

照分离”改革。

“证照分离”改革即将启动

记者 梁凌凌

11月 7日下午，县人力社保

局组织单位 50余名党员干部赴宁

波市望春监狱警示教育基地，现场

接受廉政警示教育。县纪委派驻

机构第五纪检组组长梁斌等参

加专题教育活动。

当日，县人力社保局的党员

干部在监狱民警的带领下，穿过

重重铁门进入监狱内部，参观了

服刑人员的监舍，目睹了高墙的

森严、铁窗的冰冷。随后，党员干

部们还现场听取了因贪污获罪

入狱的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并观

看了完整还原服刑人员监狱生

活的警示教育片《炼狱》，使大家

对身陷囹圄的生活有了更直观

的了解。

县人力社保局的党员干部们

一致认为，在监狱这个特殊的场所

接受廉政警示教育，真实、生动，也

格外震撼。服刑人员的改造心得和

人生感悟提醒着大家，要牢固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做到廉洁自律、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守住底线，时刻

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大家

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自

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争做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能力

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为美丽新

昌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

人力社保党员干部开展廉政教育

日前，大市聚镇市民公园建设现场十分火热。该公园建成后，将承担休闲旅游、体育健身、文化展示等功能，不断

提升该镇宜居性和舒适度。

（通讯员 丁佳楠 摄）

大市聚镇市民公园建设火热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本公司受委托，将于 2018年 11月

16日上午 10：00，在新昌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交易厅（一）公开举行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概况：

本次拍卖标的为新昌县沙溪镇樟家

山电站三年经营权，起拍价 25.02万元 /

年，经营期限 2018年 11月 20至 2021年

11月 19日止。履约保证金 7万元，期满

无违约行为无息退还。

注：本次拍卖标的三年承包款须一

次性支付。请竞买人在标的展示期内认

真查看标的，以实际现状为准。如标的表

述面积、数量有误差等情况，不影响本次

拍卖结果。

二、本次拍卖标的采用无保留价的

增价拍卖方式，应价高者得。

三、竞买申请事宜

1.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

11月 15日 （上午 8:30-11:30，下午 2:

00-4:30），节假日除外。

2.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3.竞买申请时间：2018年 11月 15日

（上午：8:30-11:30，下午：2:00-4:30）。

4.竞买申请地点：新昌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受理大厅（新昌大道东路 668号

四楼，客运东站边）。

5.竞买对象及竞买申请手续：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自然

人提出竞买申请时，需携带有效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银行交款凭证原件及复

印件并换取保证金收据。法人或其他组

织提出竞买申请时，需携带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有效身份证

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均加盖

公章），银行交款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换

取保证金收据；如委托他人的，还需提供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竞买申请时须交资料费

50元。

6.竞买人提出竞买申请前须缴纳 5

万元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交款人姓名、竞

买人姓名必须与拍卖成交人姓名一致。

竞买保证金汇入指定账户：

账户名：新昌县财政局—新昌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账 号：201000031801898000009。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电话：86026999 18657584418

公司地址：新昌县十九峰路 99号海

关大楼 201室

浙江天平拍卖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一月九日

拍
卖
公
告

为进一步加强城乡规划管理，有效打

击私搭乱建等违法建设行为，提高人居环

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浙江省违法

建筑处置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决定

对七星一村小区内私搭乱建的建筑物、构

筑物和其他设施予以整治，现将有关事宜

通告如下：

一、凡未经规划部门审批擅自新建、改

建、扩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且

存在占用公共空间、严重影响市容市貌、新

闻媒体曝光等情形的，自本通告发布之日

至 11月 16日前，由当事人自行拆除，逾期

不拆除的，将组织相关部门依法予以强制

拆除。

二、凡属于违法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

和其他设施，拆除可能对无过错利害关系

人、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或者可能严

重影响相邻建筑安全而不能实施拆除的，

实行“四不予”措施。

三、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凡发现有新

增违法建设的，一律予以拆除。

四、凡抗拒、阻碍行政执法或谩骂、殴

打执法人员，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新昌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新昌县七星街道办事处

2018年11月9日

关于整治七星一村小区内违法建设的通告

11月 5日《南明街道湖滨 1路

绿化带需整治》一文刊出后，县园林

绿化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

关人员对该问题进行排查、解决。

园管局联合城管部门，将受到人为

破坏的绿化带进行整治，将居民自

制的围栏和种植在绿化带内的蔬菜

进行拆除、清理。等待环卫工人将绿

化带内的垃圾清理完成后，园管局又

联合城乡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对

受到破坏的绿化带进行补植，以最快

速度将绿化带补植完成。

绿化带是道路美化的重要举

措，也是美化人居环境的重要载体，

县园管局将加强对绿化带的日常管

理和养护，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提

升个人素养，不乱扔垃圾、不毁坏绿

化，共同爱绿护绿，共建美丽家园。

11月 7日《缘何一口水塘半边

红》一文刊出后，羽林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高度重视，街道主职领导立

即召集相关分管领导和职能科室召

开会议进行部署，分析梳理问题，明

确时间节点，迅速落实整改。

当天，羽林街道分管领导第一

时间与专业人员踏勘现场，逐个排

查周围的污水管道及厕所，未发现

有污水渗漏的现象。经咨询专家，

认为这是由于水体富营养化加上

该水塘没有活水来源导致红藻产

生，天气一热就会出现。

目前，新中村村委干部已经及

时清理了水塘，今后将养殖一些鱼

类提高水塘的自净能力，着力改善

小湾自然村水塘环境质量。羽林街

道也将对辖区内其他水体湖泊进行

检查，是否有类似的现象产生，及时

做好预防工作，给农村带来美丽、清

澈的水环境。

我县举行第19个记者节座谈会
记者 王娟敏

昨日是第 19个中国记者节，我

县开展“讲述好新昌故事 传播好

新昌声音”座谈会，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郑法根，县政协副主席徐剑平

出席会议，并向 2018年度全县对外

宣传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

颁奖。

郑法根向全县新闻工作者们致

以节日的祝福与问候，并对新昌新

闻宣传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予以肯

定。郑法根指出，新闻工作者要提

高政治站位，履行职责使命，要牢牢

把握舆论导向和工作大局，讲好新

昌好故事；要注重内容建设，服务人

民群众，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让人

民群众成为鲜活报道的主体，报道人

民群众关注的、喜闻乐见的内容，让

人民群众看到真实的美好世界，真

实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要注重提

升业务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多钻研

业务，注重积累，多思考多练习，努

力写出优质好文章。

郑法根强调，要关心、关爱、支

持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给予政

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的关心和指

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郑法根要

求，新闻媒体要坚持传播正能量，把

握宣传重点，宣传好党和国家的路

线、方针、政策；要围绕县委、县政府

的中心工作和现阶段重点工作开展

具体宣传；要发挥舆论监督功能，针

对县委、县政府重点关心的工作，通

过舆论监督推动工作开展。

会上，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和新

闻工作者代表围绕“讲述好新昌故

事 传播好新昌声音”这一主题，结合

自身的工作实践开展深入交流。

昨日，七星街道 2018年第二期旧村改造测绘工作人员进村，开始对

磕下村茅屋头、路廊村、林家、山根脚四个自然村 183户征迁户房屋展开

测绘。据悉，截至当天下午 5时，共有 26户征迁户房屋完成测绘。

（记者 俞晓委 摄）

七星街道第二期旧村改造开始测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