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4日下午，由县体育发展中
心、县教育局主办的宁海县十运会（青
少年部）象棋比赛在梅林二小落下帷
幕。来自全县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
象棋小选手参赛。比赛过程中，棋手们
凝神静气，摆阵布兵，在棋盘“战场”上
进行着激烈“拼杀”，展现了青少年积极
奋进的精神面貌。
（通讯员 柴烨 记者 杨利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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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卓佳洋 通
讯员 胡丹霞 赵揆） “慢点慢
点，往上一点，麻烦固定好车子，确
保转移时不会脱离。”近日，县综合
执法局桃源中队执法人员正在指
挥叉车对长期盘踞在金水西路人
行道上的一辆废弃面包车进行拖
离。这辆面包车的车体已锈迹斑
斑，车窗玻璃也破碎不堪。此前，
执法人员已经通过智慧城管中心
尝试通知车主，但未能取得联系。

“结合周边居民的反馈与诉求，我

们安排专业力量对该类僵尸车进
行统一拖离，尽早还路于民。”桃源
中队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全面推进辖区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进一步规范辖区
停车秩序，优化道路交通环境，县
综合执法局桃源中队针对辖区人
行道“僵尸车”占道问题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根据工作部署，分布在
桃源辖区共 10个责任区的执法人
员提前一周对所在区域内的“僵尸
车”进行了一次全面摸底排查，将

盘踞在人行道上的“僵尸车”停放
位置、车况等相关情况做好逐一登
记，并拍照取证。排摸完成后，执
法队员通过县智慧城管中心进行
电话沟通、短信通知，限时责令“僵
尸车”车主自行清理。对无法联系
到车主的“僵尸车”，各责任区的执
法人员将车辆信息统一汇总，并进
行统一拖离。拖离现场，执法队员
用执法记录仪对移车全程进行记
录，并邀请所属社区工作人员到现
场见证。

此次“僵尸车”清理行动得到
了市民的一致好评。看到店门口
的僵尸车正在被拖离，一家位于竹
东路的店主不禁点赞：“这辆僵尸
车停在这里快半年了，不仅堵路，
而且难看，清理得好！”此次行动，
桃源中队共清理人行道占道“僵尸
车”10辆。下一步，桃源中队将继
续加强辖区乱占道、乱停车、乱张
贴等问题的整治力度，持续推进创
城各项工作。

整治清理“僵尸车” 还路于民保畅通

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建议
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地
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兵东征讨
蒋。电报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
宜再缓和妥协。”但是，在武汉的共
产国际代表和一些共产党人对冯
玉祥寄予很大希望。鲍罗廷等以
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
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
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

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
来东征讨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也赞成北伐讨奉。中共中央经过
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
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
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4月
19日，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
伐誓师大会。从4月下旬至5月下
旬，北伐军同奉军主力激战于豫
南，击败奉军。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讯
员 冯一飞） 日前，西店镇党委、政
府再次发力，吹响拆违攻坚号角，擂
响全域治理战鼓，对多处“裁而未执”
历史积案进行了集中拆除。据悉，此
次集中拆违区域占用耕地面积约 5
亩，拆除违建面积约10000平方米。

“拆后利用是关键”，西店镇党委
委员、镇综合执法局局长李敏介绍，3
月以来，西店镇结合美丽城镇建设、

“无违建镇”创建、“裁而未执”国土历
史积案整治、工业全域治理等，全力
打响拆违攻坚战，目的就是为“空间
优化、产业集群、要素集聚、功能集

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打下坚实基础、腾出宝贵空间。为
此，该镇推进拆后土地宜耕则耕、宜
绿则绿、宜建则建，坚持拆治并举、建
管并行，让群众切切实实看到城市环
境的改善，让老百姓有更多认同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2020年，西店镇拆

后土地利用率达94.75%。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完善防违

控违长效机制，不断深化“无违建乡
镇”创建，有序推进“裁而未执”国土
历史积案“清零”，全力助推经济社
会转型升级，为争当“重要窗口”模
范生团队双优生作出积极贡献。

西店强力推进拆违攻坚 为高质量发展“铸魂赋能”

记者 张帆 通讯员 周如歆

整洁的路面上，高压水扫车来
回穿梭；河道两岸，苍翠欲滴的行
道树和大红灯笼相映成趣；沿岸长
廊里，村民三五成群闲话家常；路
边的城市书房里，年轻人在潜心阅
读……走进桃源街道下桥村，一切
都是恬静美好的样子。而在六年
前，这里还是老百姓口中脏乱差的
代表。

据悉，下桥村共有村民 500多
人，在此安家的非本村人口 200余

人，另有约6000人的常住外来务工
人员，每天至少两万的流动人口。
要想治理好这个人员混杂的城中
村，难度可想而知。2015年，村班
子决定啃下环境整治这块硬骨头。

“开始的时候我们管起来确实
有点难，新房造好了，有很多外来租
客入住，垃圾就从五楼往下扔，那时
候的路面、房顶都是垃圾，所以我就
发动党员、村民代表和村干部，一定
要把环境卫生搞好。”桃源街道下桥
村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陈冬娥告诉记
者，为了让下桥的每一寸土地、每一
户都有对应的责任人，每个村干部
和村民代表划分责任区块，负责监
督管理。同时确立了 25名联户党
员，平均每人联系十余户，推行精准
到户的网格化管理。

“阿姨，这袋菜是隔壁商户的，
暂时放在您这里，不要堆门口。”王

亮是下桥村的一名普通党员。他
经营着一家厨房原料商店，同时也
是村里的联户党员。每天，他除了
管理自家店铺，还要走访联系户。

“我们要把相关政策传达给每一个
村民，这其中包括出租户、房东和
街面的店铺，就比如这次，我们要
和大家讲清文明城市创建的每一
个细节。”王亮说。

政策宣传入户，每天三次巡查，
建立奖惩机制，实施垃圾分类，每月
两次路面冲洗……六年来，下桥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下桥
最为脏乱的兴工一路，已经打造成
谢豹桥月光街，成为该村的亮丽风
景线。而随着环境整治的深入，村
民整体素质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这么干净的路面，就是想丢
个烟蒂也不忍心啊。”村民刘美平
笑着说， 晚上可以带孩子在河边

长廊散散步，还可以在广场跳跳
舞，环境好了，心情也好了。

“2017年我们聘请了 8个卫生管理
员负责整村的环境卫生，今年我们
只需要 3个人就够了，而且比以前
好管，还干净得多。”陈冬娥不无骄
傲地说。

今年以来，借助文明城市创建
的东风，下桥村更是对照测评细
则，一条条找差距，一项项抓落实，
不放过每一颗烟蒂、每一条阴沟
……和我县很多区域一样，下桥同
样存在停车难问题。此次，村里重
新规划停车位，施划停车线，并按
照消防要求统一购置了400个电动
车专用插座分发给住户。

如今的下桥，内外兼修，绘就了
一幅文明画卷。接下来，下桥村计
划开展步行街提升工程，建设养老
中心，让老百姓共建共享文明之果。

内外兼修增“气质”“文明之花”满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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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发起大规模渡海
战役，千帆竞发强渡琼州海峡，同
国民党海军在海上展开激战。在
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中共

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接应下，渡海部
队顺利登陆，迅速突破敌军防线。
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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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市召开城
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
会。根据改革形势的需要，会议提
出：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

步伐；简政放权，搞活企业；开放市
场，搞活流通；探索城市新的计划
管理体制，完善市领导县的新体
制，增加一批改革试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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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仇丹娅） 日前，县农业农村
局组织举办香榧授粉及保花保果技
术培训班，帮助榧农掌握香榧授粉及
保花保果技术，提高香榧亩产量，促
进榧农增收。各乡镇（街道）林特负
责人和香榧种植户共80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邀请了香榧专家邬
玉芬为大家授课，并现场答疑解
惑。邬玉芬结合当前香榧生产开
花结果关键时节，重点讲解了如何
识别香榧的雌雄花特征、如何收集

雄花粉、人工授粉的时机与方法，
以及香榧早实生产栽培技术、基地
管理、病虫害防治、香榧保花保果
等诸多方面技术，并提醒大家及时
开展人工授粉。培训班还邀请了
三位香榧种植大户现身说法，分享
香榧种植经验。

这次培训获得了香榧种植户
的一致好评。榧农们纷纷表示回
去后要即学即用，把握关键时间节
点，及时精准实施喷花粉液，精心
培育管护，达到早实丰产的目标。

传授香榧种植技术
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本报讯 （记者 赵士超 通
讯员 吴立高）“蓝湾绿岛·逍遥
强蛟，春天的宁海湾气象万千，现
在我们来到了有着‘海上千岛湖’
美誉的浙江省宁海县强蛟镇……”
近日，央视 7套《美丽家园》栏目组
走进强蛟镇，以这样一段开场白将
充满海洋特色的蓝湾小镇推介到
全国观众面前。

在为期 5天的取景拍摄中，栏
目组先后将镜头对准横山岛景区、
滨海民宿、渔文化馆、骆家坑艺术
特色村等地，聚焦当地的自然人文
之美和全域旅游建设，展示强蛟打
造文旅特色型美丽城镇的进程与
成果。取景主要以凸显强蛟独特
的地理优势及展现优美的生态环
境为主，旨在充分反映该镇推进美
丽城镇与美丽乡村建设，全力打造
华东滨海旅游度假地及全域旅游
样板区的发展成绩。

近年来，强蛟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
念，实施“美丽崛起”行动，打造峡山
蓝色海岸线和薛岙滨海区块，加快
形成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文旅融
合新高地，绘就了一幅大环岛、大
花园的美丽生态画卷。同时做响
音乐咖啡馆、英式下午茶等青年潮
流文旅 IP，主题游、自驾游、度假游
等持续升温，斩获浙江省3A级景区
镇、宁海“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先进单位”等多项殊荣，引起了
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浙江日报、
浙江卫视等各级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悉，《美丽家园》栏目是一档
关注生活环境、打造绿色空间，聚
焦生态建设、构建和谐中国的旅游
人文类栏目，通过寻找最有特色的
旅游、风物进行报道。此次拍摄的
内容，将以专题宣传片的形式于 5
月下旬播出。

文旅融合风情美

美丽强蛟受央视推介

遗失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存根联一张，发票号码：1903456467，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镇总工会

遗失党章一枚，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宁海县跃龙街道前张股份经济合作社支部委员会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长街镇新五星村经济合作社团结自然村老年协会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海县长街镇新五星村经济合作社茅洋自然村老年协会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2：00—5：30
地址：宁海县桃源中路228号宁海传媒集团东侧一楼广告部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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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举报，重重有奖！宁海县生态环保“110”诚邀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五水共治”
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接受广大市民监督，特设立宁

海县生态环保“110”有奖举报。
一、举报受理内容
1、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垂钓、游泳等行为；
2、河道排口晴天有排水，河水颜色变深有异味，河道

或河岸偷倒垃圾或垃圾未清理、偷排泥浆等行为；

3、沿街店铺通过雨水口排放污水、倾倒餐厨、厨余垃
圾等行为；

4、运输车辆冲洗产生废水直排等行为；
5、露天垃圾（工业、生活、秸秆垃圾）焚烧等行为；
6、建筑施工扬尘，建筑垃圾、生活垃圾随意倾倒等行

为；

7、工业企业偷排、漏排生产性污（废）水，物料堆场未
采取防尘防雨措施，工业固体废物随意倾倒、非法处置等
行为。

二、举报渠道
拨打投诉电话0574-59999110。
三、奖励方式

1、视举报内容情节轻重，对第一报料人分别给予30、
50、100元的话费奖励。

2、在收到举报信息后，第一时间内予以核实，并发放
话费奖励。

县生态办、县治水办、市生态环境局宁海分局

大鱼皇府新菜
黑醋汁咕咾肉 芥兰墨鱼仔 芦笋海鲜盅
啫黄鱼 花胶盅 鲍鱼泡饭 正宗黄焖鱼翅
五谷辽参盅 红焖鱼唇 小洋葱雪花牛肉
秘制椒香骨 酱烧南美参 海皇奶白菜
辣味角螺 风味大角螺片 鸡汁双菇菌

水晶鸡 沙姜飘香鸽 鸡块焖毛蟹（高档食材便宜卖）

手机：15058883388 吧台政府网：569999
店长政府网：683388(建议提前一小时预定排菜利于口味)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19座、29座、39
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跃龙口腔医院
医保定点单位

爱牙热线：0574-83532999
地址：宁海跃龙街道白石头路96号

（夏景花园北门）

宁海连头山康复医院内设：内科/外科、普

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康复医学科/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
超声科诊断专业/中医科
咨询热线：0574—59992999 地址：宁海县桃源街道堤树路一号（水果市场东）

商务、公务、旅游、体检包车
（6 座、19 座、39 座、50 座、
55座、60座）

宁海县欢乐同行旅游车队

66928888 13732136971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