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市

疾控中心上街开展活动，义务为市

民体检，并开展糖尿病知识科普宣

传。 记者 林群心 摄

科普糖尿病知识科普糖尿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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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宿考察团来永

□记者 徐灿灿

本报讯 11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副县长耿庆

龙一行来永考察。副市长胡增强陪

同。

考察团一行先后走访了国际会

展中心、浩恒通用航空基地和创基

电子有限公司。在国际会展中心精

品馆，考察团对琳琅满目的五金产

品赞不绝口，对我市人民的勤劳智

慧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浩恒通用航

空基地，考察团详细了解了该公司

的业务范围，表示直升飞机对该县

农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创基电

子有限公司，考察团和公司负责人

洽谈对接投资事宜，对前期签订的

两地经贸合作框架协议进行商讨。

胡增强表示，永康和温宿有着

特殊的感情，我市企业家在温宿也

投资了商贸、物流等项目，希望双方

能够加强交流协作，寻找新的合作

商机，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分类信息
招 聘

8239滨江花园小区招物
业办公室助理一名，持有
消控证优先，待遇面议。
15157965869，587797

求购密炼机开炼机
8351，13605890018，690018

上门沙发翻新
8378，15067048578，367961

寻求合作或出租
8395四川门都有非标门
标门厂出租或合作，条件
优越。13547786999

抵债防盗门出售
8402东阳一批抵债防盗门
处理出售。13588622805

废铸铁上百吨出售
8440，18867985057

白云厂房出租
白云工业区二楼2000㎡，
一楼150㎡。521198

武义市区厂房出租
8430，7000㎡可分割，有
大型行车。13806775222

转 让
8143金水湾空中花园、千
岛湖绿城度假公寓、方岩
拆迁店面转让。593013

出租转让
8434溪心区块大量旺铺
出租，顶跃豪宅转让。
13705899779，679779

溪心南区排屋转让
棚头二间转让，位置好。
13758989062，726661

幢房转让
8439溪心路黄金店面两间
整幢转让。13758979536

厂房出租
8448雅庄有适合喷塑流
水线加工厂房 800㎡。
电话：15258936001

城北西路套房转让
8449西棚头五楼210㎡带
有阁楼及平台，双证齐全。
13858920617，620617

急转市中心别墅
8455急急看房15158911890

声 明
8432永康市芝英天目杉
琴行遗失永康农商银行
芝英支行培英分理处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82003443101，声
明作废。

声 明
8441永康市途欢户外用
品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
记证（正本），浙税联字：
330784575313569，声明
作废。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442胡荣贵遗失永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
7月4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7103063 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胡荣贵
2017年11月1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443永康市森霸动力机
械厂遗失永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4年12月2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330784616027248 营 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森霸动力机械厂

2017年11月15日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8454永康市石柱兴明副
食商店遗失永康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5年 2月
28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784615000603 营业
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永康市石柱兴明副食商店

2017年11月15日
声 明

8456永康市创美工贸有
限公司遗失有效期自
2015年4月15日至2019
年 4月14日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正本），代码号：
55176537-6，声明作废。

声 明
8458永康市星球不锈钢餐
具厂遗失人行永康市支行核
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3330784000722404
声明作废。

2017浙江旅游
风情小镇推广季启动

本报讯 14日，“诗画浙江·镇

有风情”2017浙江旅游风情小镇推

广季启动仪式在淳安县姜家风情小

镇文渊狮城景区举行。本次活动由

浙江省旅游局、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浙报集团旅游全媒体中心承

办。

2016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发布了《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创

建工作实施办法》，提出通过5年左

右的时间，在全省验收命名100个

左右民俗民风淳厚、生态环境优美、

旅游业态丰富的省级旅游风情小

镇。本次活动围绕正在加紧培育中

的浙江旅游风情小镇，以主题推介、

深度评论与演讲分享的形式展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从业者、媒体

代表、网红达人、高校师生借此机会

得以一窥浙江全域旅游建设的崭新

成就，共同见证当下浙江小镇独有

的无限潜力与风情。

启动仪式上，一场由来自浙江

旅游类乡镇的镇方代表参与，以“分

享值得传播的创意”为主张的TED

演讲成了备受瞩目的亮点。由浙报

集团旅游全媒体中心联手“摩簦”共

同打造的1000把共享伞也吸引了

与会者的目光，接下来它们会被投

放到浙江各个小镇，免费供游客及

居民借用。

借着推广季的契机，由168家

有影响力的旅游微信组成、总用户

达3200多万的中国旅游微信联盟

也启动了“诗画浙江·百人百镇”行

走计划。联盟将在一年时间里，寻

找100位旅行家，行走浙江100个

风情独具的小镇，体验建筑之美、风

俗之美、舌尖美味和风景、风物之

美，体验文化与自然的交融、历史的

传承和回响，也体验小镇活化发展

的成果，测评游客在小镇可获得的

舒适度。

□记者 王伟建

本报讯 14日，我市召开人力社保

工作推进会，动员部署“永康无欠薪”

行动、老农保遗留问题清理和2018年

城乡医保缴费等三项重点工作。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胡积合参加。

“永康无欠薪”行动提出，今年全

市范围内的国有企业、政府投资项

目、交通和水利建设项目实现零欠

薪；2018年成功达到“无欠薪”县市

区省定标准；2020年形成制度完备、

覆盖城乡、责任明确、监管高效的欠

薪治理格局。其中，我市要对制造业

企业、工程建设项目、企业欠薪失信

行为等方面开展专项治理，厘清职

能，通力协作，实现工资拖欠问题得

到有效控制、防范处置欠薪长效机制

全面落地、欠薪案件处置快速有力的

目标。

2018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

作有所变化，缴费额度总额为从800

元调整为 1100元，其中个人缴费从

240元调整为380元，政府补助从560

元调整为720元。医保政策也有所调

整，纳入医保的药品更多，报销比例提

高，起付线标准更低，大病保险将实行

金华市级统筹，老百姓医疗保障水平

有了较大提高。此外，我市将通过三

个阶段实现老农保与新农保衔接。

胡积合指出，“永康无欠薪”行动、

老农保遗留问题清理和2018年城乡

医保缴费等三项重点工作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事关我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各部门、各镇街区

务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狠抓

落实，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不折不扣无

条件完成任务。此外，要在“永康无欠

薪”行动上攻难点、破重点、创亮点，不

断强化处置能力，全面构筑预防体系，

重点开展专项行动；老农保遗留问题

清理工作中要做到一个不漏、一笔不

错、全面解决；城乡居民医保要做到应

保尽保、全面覆盖、一个不少。

□记者 俞夏冰

本报讯 13日，由省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陈海鹰，金华市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陈生平带队的省检察院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永。市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王宪峰汇报了工作情况。

近年来，市检察院注重工作机制

创新，有效提升工作品质。“检察办案

信息智库”以侦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

口，被评为2012年度全省检察机关创

新成果；创新性开展“听审式”审查逮

捕工作机制，入围2016年度全省检察

机关创新成果；成立全国首个行政执

法检察科，全面探索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为国家立法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

鲜活样本；首倡“法治引导式”服务大

局工作方法，建立起“典型个案引导、

系统业务引导、综合职能引导”的工作

体系；在全省首推“乡土化公诉”，利用

巡回法庭出庭支持公诉的形式办理轻

微刑事案件，与派出所、法庭、基层综

治平台等实现服务闭环；芝英检察室

被评为全省首届示范检察室。

陈海鹰在宣讲中指出，党的十九

大要求要有政治的高度，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绝对领导；要有辩证的角度，坚

持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

“新时代”，坚持十九大报告是发展了

的马列主义定位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

的阐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剖

析；要有落实的程度，坚持用十九大的

精神指引检察机关的新发展，在新时

代有新作为，立新功。要正视当前检

察工作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与问题，把握检察工作发展过程当中

的重要阶段及规律特点。

省检察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来永
新时新时代代新新征程征程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我市部署“永康无欠薪”行动
明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额度从800元调整为1100元

为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干部

群众参与“大美乡村”建设的参与积极性，特向社会征集

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标识。现公告如下：

一、征集主题
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二、创作要求
1.符合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具有永康特

色，体现时代精神，内涵丰富，富有创新。

2.要体现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元素，具有浓

郁的乡村特色，色彩协调，简洁明快，容易识别，方便应

用。

三、征集规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2.征集时间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7年11月25

日，征集评选结果将在《永康日报》、《永康金报》上公布，

并通知获奖机构或本人。

3.全市范围的自然人、法人、相关组织均可参加本次

征集活动。

4.每个单位或自然人申报不超过3件。

5.所有应征稿件均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6.应征方所提交的应征方案须为原创作品，不得剽

窃、抄袭、模仿或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获奖的应

征作品知识产权归征集方独家所有。

四、投稿方式
以个人或者团体名义提交作品皆可，可采用信函投

稿或电子邮件投稿。应征作品须注明作品名称、作者（合

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联系地址、邮编、联系

电话以及创作理念和作品含义。

应征作品提交地址：永康市金城路25号中共永康市

委宣传部，邮编321300，联系电话0579-87101479，电子

邮箱ykswxcb@163.com。

五、评选奖励
征集活动结束后，主办单位将聘请有关专家、代表组

成评委会，对征集的作品进行评选，入围作品5件，每件作

品获奖金1000元和证书。

中共永康市委宣传部
中共永康市委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

2017年11月15日

关于征集美丽乡村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标识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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