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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导报讯

11 月 27 日下午， 兰

溪市蓝天办联合市行政执法局生

态秩序中队， 与第三方专业检测

机构一起前往世贸大饭店， 检测

其西餐部油烟排放情况。

今年以来， 兰溪全面打响

“蓝天保卫战”， 深入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 市行政执法局积极

落实市蓝天办交办的任务， 重拳

打击餐饮油烟不达标排放现象，

切实保障城区餐饮店铺正常、 合

规地使用油烟净化器， 推动油烟

达标排放。

从 11 月上旬起， 执法队员

对城区各中大型餐饮店进行走

访， 提前查看油烟管道走向及排

放口情况， 确保第三方专业检测

机构后期检测顺利进行。 查看过

程中， 发现两家餐饮店铺未正常

使用油烟净化装置， 目前已立案

处罚。

据悉，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

旬， 市行政执法局生态秩序中队

和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将对城区

各中大型餐饮店的油烟排放情况

进行全面检测。

兰溪重拳整治餐饮油烟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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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溪市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

案》 近日印发。 《实施方案》 明确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 将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

批时间压缩至 100个工作日以内。

今年 5 月， 国务院下发通知，

在全国部署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试点， 并将我省列为唯一试点

省份。 省委、 省政府结合 “最多跑

一次” 改革， 全力抓好改革试点。

兰溪根据试点要求出台实施方案，

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进行全过

程、 全覆盖改革。

《实施方案》 明确， 改革覆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过程， 从立项

到竣工验收和公共设施接入服务。

在审批流程上， 兰溪将实行全

流程精简。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的四个阶段都将实行整合优化。 工

程建设项目将按照投资主体、 类别

和规模进行科学分类， 再根据阶段

特点制定相应审批流程， 明确审批

部门、 审批事项、 审批环节、 审批

要件和审批时限。 同时， 还将制定

并联审批管理制度。

在审批环节上， 兰溪将实行全

面优化。 将着力减少、 合并审批事

项， 取消不合法、 不合理、 不必要

的审批事项， 实行统一的审批事项

清单管理， 同时通过转变管理方

式、 调整审批时序、 推行告知承诺

制、 简化企业投资小型工程项目审

批等举措， 进一步简化审批环节。

兰溪还着力完善审批体系， 利

用 “一张蓝图” 统筹项目实施，

“一个系统” 实施统一管理， “一

个窗口” 提供综合服务， “一张表

单” 整合申报材料， “一套机制”

规范审批运行。 与此同时， 着力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信用体系建

设， 推进中介服务提速增效， 建立

专业、 专职、 高效的政府代办队

伍， 全面推广代办制度。

通过这项改革试点， 到 2018

年底， 兰溪计划基本建成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 一

般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压

缩至 100个工作日以内。

联系电话：营业部：

88905191

江南支行：

88825517

东郊支行：

88831200

溪西支行：

88884807

永昌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88770633

山江社区支行：

88836360

游埠小微专营支行：

88662383

下金新村金角社区支行：

88885139

农产品交易城社区支行：

88885613

金华银行理财产品精选

销售渠道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柜面窗口。

.

理财非存款

,

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预测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

详见产品说明书或咨询我行各网点，客服热线

400-7116668

产品名称

旺息宝

1

号

18234

期

旺息宝

1

号

18235

期

旺息宝

1

号

18236

期

旺息宝

1

号

18237

期

稳金

18049

期

起购金额

金华市民卡专享

1

万

1

万

1

万

1

万

1

万

预计最高年化收益率

4.30%

4.20%

4.40%

4.60%

3.80%

认购期

2018/11/28-2018/12/4

2018/11/28-2018/12/4

2018/11/28-2018/12/4

2018/11/28-2018/12/4

2018/11/28-2018/12/4

到期日

2019-3-7

2019-3-7

2019-6-6

2019-12-5

2019-12-5

期限

(

天

)

92

92

183

365

365

兰溪市云山街道凯旋路

113

号

16

幢

1

单

元

301

室公共租赁住房原承租户赵小明（性别：

男，身份证号码：

330719195509213410

）已死亡，

原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由管理部门予以收回。

请相关亲属于

12

月

5

日前将原公共租赁房腾

空，逾期作为非法占有，占有期间租金标准按同

地段市场评估价

6.6

元

/

平方

.

月收取。搬离时不

得损坏房屋原结构及设施。 特此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88899150

、

88899272

兰溪市城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30

日

腾退通知 腾退通知

兰溪市云山街道凯旋路

113

号

3

幢

3

单元

201

室公共租赁住房原承租户王雪球 （性别：

女，身份证号码：

330719193211140248

）已死亡，

原承租的公共租赁住房由管理部门予以收回。

请相关亲属于

12

月

5

日前将原公共租赁房腾

空，逾期作为非法占有，占有期间租金标准按同

地段市场评估价

6.6

元

/

平方

.

月收取。 搬离时不

得损坏房屋原结构及设施。 特此通知。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88899150

、

88899272

兰溪市城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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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兰溪市游埠镇

生态环保员胡少青在巡查中发现，

位于郎家村的尾水湿地工程现场作

业中， 挖到半立方米大小的油污

块。 因担心污染水质， 他立即向游

埠环保所所长严建中反映。

接到反映后， 严建中与环保所

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立即对油污块

进行查看。 经调查分析， 环保人员

认定是湿地建设前， 其他施工单位

施工时泄漏的油污凝结而成的， 遂

立即联系该施工单位落实处理。

在游埠镇， 胡少青是生态员，

严建中是在游埠挂职的 “治水先

锋”， 这样的配合是他们工作的日

常。 几个月前， 游埠派出所所长陈

小虎接受任命成为 “河道警长”，

与胡少青、 严建中一起成为镇级河

长 “左右手”。 与此同时， 院校专

家团、 科技企业和本土人才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助力河长开展工作。

今年以来， 兰溪组建形成由生

态员、 治水先锋、 河道警长和若干

社会共治团体构成的 “3+X” 河长

助理体系， 强化招才引智， 破解基

层河长履职过程中技术力量薄弱等

因素制约， 以专业化手段助推河长

高质量履职。

在每个乡镇， 都配有生态员，

承担每周巡查职责， 重点监督辖区

饮用水源地保护及工业企业、 畜禽

养殖场等污染治理情况， 及时制止

污水偷 （漏） 排、 固 （危） 废随意

倾倒等违法违规行为， 并第一时间

反馈至乡镇级河长。 每年， 市委组

织部都会从机关部门中选派 16 名

中层 （后备） 干部， 作为 “治水先

锋” 赴乡镇挂职锻炼， 协助乡镇总

河长抓河长制落实。 今年 7 月， 根

据河流现状和区域分布， 确定 35

名各级 “河道警长” 分别联系全市

47条河道及相关流域， 并将 “河道

警长” 管理范围从河道延伸至水库

以及沟渠、 池塘等小微水体， 实现

各类水域警长组织网络全覆盖。

与此同时， 兰溪还充分引导社

会力量充当 “X” 角色， 邀请院校

专家团为河长决策提供参考， 推动

企业科技团为河长提供技术支持，

鼓励本土人才团为河长提供定向服

务， 协助河长精准履职。

“3+X” 河长助理体系， 是兰

溪推动河长高质量履职的举措之

一。 去年以来， 兰溪推行 “十个

一” 模式深化落实河长制， 出台一

套工作方案， 明确一张责任网络，

推行一月一检测， 落实一月一提

醒， 打击一批违法行为， 开展一次

污染源普查， 编制 “一河一策”，

推进一批治水项目， 建立一支护河

队伍， 水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今年

1到 10月， 全市列入国家水十条考

核的 3 个断面全部达到Ⅲ类水质考

核目标， 其中衢江横山断面达到Ⅱ

类水质， 44 条小流域 75 个断面全

部达到Ⅲ类以上水质， 其中Ⅱ类水

质断面 18个。

助推河长高质量履职

兰溪组建形成“3+X”河长助理体系

记者 冯亦柔

一般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将压缩至 100个工作日内

记者 冯亦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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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在浙江汉生电

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技术

人员正紧张地装配一批通用机械和

工程机械配套的专用型电机。 “这

是我们针对空压机市场专门研制的

专用型电机。 虽然公司规模不大，

但十分重视技术研发和积累， 紧跟

市场需求，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研

发。” 该公司技术部经理伊建华告

诉记者。

浙江汉生电机科技有限公司是

2017年兰溪在低效用地整治过程中

引进的一家企业， 专业生产中小型

各类异步电机、 变频电机。 今年前

10个月， 该公司销售额已达 6000

万元， 成为名副其实的规上企业。

促进规模以下小微企业转型升

级为规模以上企业， 是 “稳增长、

调结构、 促转型” 的重要举措。 今

年以来， 兰溪高度重视 “小升规”

工作， 将其列入年度考核内容。 经

信部门会同统计、 税务部门排摸了

45 家重点培育企业， 建立培育库，

加强运行监测， 实行动态管理和月

度通报制度。 9 月份， 梳理确定一

批成长性较好的拟升规企业， 进行

“一对一” 跟踪服务指导， 帮助企

业抓好项目推进、 技术创新、 管理

提升等工作， 确保企业顺利升规。

创建于 2010 年的浙江黄宝新

材料有限公司， 主营各类膜的研发

和生产。 去年， 该公司成功拍得开

发区一家占地 35 亩的企业， 利用

现有厂房， 引入新设备， 向产业链

下游延伸。 目前， 企业销售已达

2000多万元， 且同比增速超 30%。

截至目前， 兰溪新增 “小升

规” 企业 30 家， 全面完成金华下

达的目标任务， 今年 1~10 月销售

收入达 8.1 亿元。 其中， 月度新增

的 9 家 “小升规” 企业 1~10 月实

现产值 3.67亿元， 为全市规上工业

产值增长贡献 0.8个百分点。

记者 成 超

兰溪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

新增 30家“小升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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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兰溪市

政协召开 “感恩同行” 庆祝改革

开放 40周年座谈会。

兰溪市政协主席徐建祥， 副

主席吴乐华、 马叔东、 何忠云、

叶小虎、 严赛虹， 秘书长朱小爱

民参加座谈会。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 40 周年，

兰溪市政协组织开展了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 “同心同向同行”

系列活动。 目前， 已先后举办

“见证致敬” 委员口述纪事征文、

“回忆纪念” 乡村巨变文史资料

征集、 “成果风采” 书画作品展

和履职成果展等活动。

座谈会上， 政协委员和政协

老领导们畅所欲言， 从不同角度

讴歌改革开放， 感恩伟大时代，

畅谈初心情怀， 决心担当作为。

徐建祥指出， 要把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

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 坚持党

的领导，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切实

担负起人民政协事业参与者、 实

践者、 推进者的政治责任。

记者 成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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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上午， 兰

溪召开汶川来兰挂职干部人才工

作对接会， 12名汶川干部人才将

在兰溪对口单位挂职锻炼一个月

时间， 交流分享两地的思路理

念、 工作经验及技术知识。

2015年以来， 兰溪与四川省

汶川县开展对口帮扶， 在党政互

动、 项目带动、 人才推动上下功

夫、 出实招。 今年 10 月， 3 名汶

川的干部人才来兰溪开启了为期

一年的挂职学习。 兰溪与汶川还

签订了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协议，

全面加强两地干部人才常态化交

流学习， 在干部人才交流、 干部

人才培训等方面建立长期、 稳定

的合作关系。

会议要求， 相关单位要高度

重视， 真心、 真情关心、 关爱挂

职干部人才， 在政治、 生活、 工

作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同时，

希望挂职干部人才尽快适应新环

境， 充分发挥专长， 为两地发展

作出贡献。

汶川 12 名干部在兰挂职锻炼

记者 杨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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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上午， 兰

溪开展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

化培训， 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

管理，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近年来， 兰溪持续加强开展

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标准化工

作， 加大宣传标准化法律、 法规

和规章力度， 积极组织实施国

家、 行业、 地方标准， 鼓励有条

件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 国内标

准化活动， 争取标准话语权。 目

前， 兰溪共有 3 家企业主导 7 项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制定， 有

4 家企业获得浙江省标准创新型

企业称号。

会上， 省标准化研究院院长

陈自力、 省标准化研究院 TBT

中心副主任林文分别作了培训。

兰溪开展管理服务标准化培训

记者 成 超

大力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

兰溪市政协召开座谈会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