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吕高攀 通讯员 徐巧莉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财政（地

税）局获悉，随着浙江省“会计之家”

网站正式开通的会计人员信息变更

功能，顺利解决了会计人员排队等

候、来回补材料、异地申请的困扰，实

现全流程网上操作，极大地节约了办

事群众的时间和精力。

此前，会计职称考试实施网络报

名，所需要的申报信息的登记和变

更，或各类审核不通过的复审，通常

需 要 到 市 财 政 局 会 管 窗 口 实 地 办

理。今年，我市进一步深化“最多跑

一次”改革，财政部门大力推进会计

管理业务网上办理工作，目前已实现

代理记账许可审批、会计职称系列报

考、从业人员网上教育全覆盖。

据统计，自信息登记和变更功能

开通以来，我市已有 720 名会计人员

成功办理网上信息登记 、535 名会计

人员完成网上信息变更，受到会计人

员的普遍好评。

同时，我市开放会计人员网上

继续教育，让基层会计人员平等享

受到各大专业院校优质师资的授课

资源，只要点开浙江省财政厅会计

人员继续教育网站，简单注册登录

就可灵活自主学习会计知识，提升

专业能力。

我市会计管理业务100%网上办理
8 日，东城街道公园路永康市

杜岚香小吃店和丽州中路永康市

厨味奶茶店、经济开发区清源路

胡堰彩印厂、经济开发区下余村

应廉法加工厂未按时报送流动人

口信息被警方处以100元罚款；西

城街道正大路博胜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未按时报送 2 名流动人口信

息被警方处以2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示：
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

例》，用人单位在录用或解聘流动

人口员工时，应该在三天之内报送

流动人口录用或离职的信息。

11 日，西城街道紫微北路房

东将某恋、方岩镇文楼村万里公

路房东程某鸣未按时报送流动人

口信息被警方处以100元罚款。

12 日，古山镇世雅上街村富民

街房东夏某未按时报送流动人口

信息被警方处以200元罚款。

市流动人口管理局温馨提
示：根据《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

记条例》，在房屋出租或停租时，

房东应该在三天之内报送流动人

口承租或离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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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燕佳 通讯员 陈念

本报讯 近日，西城街道执法中

队队员来到西城街道水碓头村开展

《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向村民们宣传普及相关法律条

款，并现场检查垃圾分类情况。

执法队员打开每家每户的垃圾

桶，检查是否按要求分类到位，遇到

保洁人员上门收集垃圾，询问村中垃

圾分类情况，并督促其要将垃圾分类

工作落实到位。对出现垃圾未分类

到位的、不合理的情况，进行劝导责

令其限期整改。

《条例》于本月 5 日起正式实行，

条例规定了农村生活垃圾的分类标

准、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

保障与促进措施和法律责任等内容，

标志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

正式由制度化走向法治化，同时也对

农村垃圾分类提出更高要求。

接下来，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依照

《条例》继续深入落实农村垃圾分类

管理工作，对不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的

个人和单位进行依法处罚，共同推进

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

挨家挨户检查劝导促规范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垃圾分类管理法普及宣传

我市开展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

体验低碳出行
竞答节能知识
□记者 何悦

本报讯 13 日，正值第 28 个全国

节能宣传周，也是第 6 届全国低碳日。

今年节能宣传周的宣传主题是“节能降

耗保卫蓝天”，全国低碳日的宣传主题

是“提升气候变化意识，强化低碳行动

力度”。当天，市经信局在三江广场开

设宣传点，向行人发放节能降耗相关宣

传资料。

据悉，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

低碳日活动期间，市经信局将围绕这两

大主题，举办低碳出行体验、节能有奖

知识竞答、向全市规上企业发送主题短

信、展览展示等一系列活动。

一直以来，市经信局都高度重视节

能降耗工作，帮助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

造，淘汰耗能设备，引导企业进行清洁

生产审核，让绿色节能理念贯穿设计、

生产、销售全过程，今年，我市4家企业

已经通过省级绿色企业初步验收。同

时，大力推广分布式光伏和新能源汽

车，现在全市光伏发电已普及了 4000

多户，年发电量1亿多瓦。
记者 徐灿灿 董碧冰

通讯员 吴靓 摄

永康鼓词唱响天津

“打铜、修锁、钉秤、补锅、

补铜壶哦⋯⋯”近日，天津市群

星剧院内传来一阵阵永康方言

“吆喝”声，原来，由我市非遗保

护中心选送的永康鼓词《永康

啰》正精彩亮相“全国非遗曲艺

周会演”，唱响天津。

□记者 胡颖 通讯员 吕倩蓉

本报讯 11 日，我市新生代企业

家“传承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在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开班，全市共40名新生

代企业家参加培训。

此次为期 5 天的培训课程，将围

绕高新企业培育与科技、金融、产业

融合，定位与创新——企业困境突破

之关键；家族企业：传承与创新；大数

据、人工智能与产业变革；工业 4.0 与

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改革与宏观经

济形势分析等课程进行系统学习，并

将前往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实地考

察。

据悉，我市作为全国著名的“百

工之乡”和“五金之都”，民间创业创

新氛围浓厚，全市在册私营企业7764

家，规上工业企业624家，民营经济占

全市经济总量的 95％以上。改革开

放以来，勤劳的永康人凭借“敢为人

先”的创业精神，让永康实现了由穷

到富的转变。

近年来，随着老一代企业家年龄

结构的日益老化，85%以上规上企业

都面临代际传承的问题。对此，我市

特开设“传承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力

争培育一批“政治上有方向，经营上

有本事，责任上有担当，文化上有内

涵”的新生代企业家群体。

开班仪式上，市领导希望新生代

企业家要弘扬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创新创业再出发，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是创新，永康老一代企业家已经完成

了从创起来到富起来的使命，新一代

企业家要再次出发，完成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任务，扛起新一代企业家应

有的担当；要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专业专注更强大，永康作为全国知

名的工匠之乡，历代永康匠人艰苦奋

斗、精益求精的传统汇聚成为了永康

的工匠精神，正是因为对工匠精神的

坚守，才有了五金产业的辉煌发展，这

就是专业专注的力量，只有坚守主业，

坚持在自身领域的深耕细作，才能把

企业做强做大；要弘扬服务社会的公

益精神，创造价值最根本，企业竞争的

本质就是为消费者、为社会创造价值

的竞争，企业服务社会、奉献社会、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根本上讲，就是

要为消费者、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我市“传承学院”第一期培训班开课

40名新生代企业家齐聚复旦充电

永康市唐先镇石湖坑村周坑口至井

头沿水泥路面硬化工程，现向社会公开

招标，交报名费200元。

报名时间：2018年6月15日-17日

联系电话：13958456511

13958456199 成

永康市唐先镇石湖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2018年6月13日

招标公告
永康市前仓镇溪坦村多功能服务中

心工程招标，控制价1929323元，请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
企业携介绍信、三大证、永康市诚信信息
录入证明及项目经理证书复印件于2018
年6月19日-20日17时止到高川花苑物
业楼三楼报名。详询：18257866877。

永康市前仓镇溪坦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浙江方圆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2018年6月13日

招标公告 停电预告
序号

1

2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查询，咨询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4日

停电日期

6月21日

6月21日

停电时间
8:00-19:00
（雨天顺延）

9:00-23:00
（雨天顺延）

停电线路
古 峰 K65C 线 9#

杆后

九 州 K153 线 锡
山 支 线 神 州
K162 线 宏 力 支
线

停电范围
浩川村、世雅二期工业区
一带。
九州 K153 线：土特产、杰
顺、协邦铸业、海鹰。神州
K162 线：永天机电、美豪
工贸、飞神车业、博大实
业、粮食仓库一带用户。

停电原因

线路改造

线路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