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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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通讯员 李莉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象山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2015 年象

山辖区共进口食品 150 批次，货

值 1657 万美元，与 2014 年同比

分别增长 20% 、21.6% 。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

高，老百姓对进口食品需求量日益

增大，象山口岸的进口业务量也在

逐年攀升，进口产品呈现多元化趋

势。据介绍，2015 年进口食品种

类主要有水产及其制品、运动营养

食品、休闲食品及酒类等，其中前

三大类食品分别占象山辖区总进口

批次的 58% 、11.33% 、20%。货源

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中国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根据数据分

析，休闲食品中涉及的品种比

2014 年大幅度增多，包含了干坚

果、调味品、糕点饼干、粮食制

品、冷冻饮品等 10 大类。

据介绍，我县发展进出口贸易

有着独特的优势。石浦港是全国首

批 5个对台小额贸易实行开放管理

措施的试点口岸制之一，也是宁波

市唯一一个对台小额贸易港口。

2015 年石浦港由二类口岸升级为

临时开放口岸，外籍船舶可直接停

靠，为进口外贸企业带来便利，也

大幅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

为了更好服务经济发展，扶

持象山辖区内的进口贸易，象山

检验检疫局深入调研，积极探索

检验监管新模式。依据属地管理

原则，在风险可控、便利高效的

情况下，最大程度优化检验通关

业务流程，对进境产品实施 24 小

时预约服务、零等待服务、样品

检测绿色通道、7天服务制等一系

列措施，做到随到随检，有效缩

减进口通检速度，努力实现进口

检验检疫监管手续最简、成本最

低、效率最高。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象山

检验检疫局通过“食品安全周”

“食品质量月”等活动宣传新《食

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提高群众

进口食品安全意识，对进口企业组

织相关培训，提高企业质量主体责

任意识。增强与进口企业联系沟

通，提前介入开展检验检疫业务，

通过标签预检验，减少进口不确定

因素，提高产品通关速率，避免进

口商因货物不合格造成大批货物退

运销毁。

检验检疫局保障“洋食品”进口安全快捷
2015年象山口岸进口食品批次同比增长 20%

记者 胡星艺 通讯员 欧惠惠

本报讯 走进定塘镇白墩村，只

见村道干净整洁，两旁绿树成荫，农

家门前摆放花草；常看到村嫂或是

在自家院里打扫，或是在家门口的

村道上清理，整洁、温馨、文明的景

象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村以前环境卫生排名都

是最后几名，当时的村子环境差、

垃圾多，算是全镇典型的‘脏乱差’

村。”说起白墩村昔日的情景，村党

支部书记肖平红略显尴尬。自全县

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开展

以来，村班子便暗下决心让白墩村

的村容村貌实现“华丽转身”。

众人拾柴火焰高。驻村第一书

记和村班子成员迅速行动起来，明

确责任和任务，多次召开会议鼓舞

士气，齐心协力抓整治；还带领村

里百余人外出考察，走访了 3 个乡

镇 5个村，学习先进经验。

考察一回来，肖平红就用村里

的“大喇叭”动员大家清理村庄。

“干部放弃双休日带头打扫，群众

看在眼里，也主动加入义务清扫。”

肖平红说，第一阶段 20 余天的环

境整治让白墩村的环境大变样，干

部、党员、村民代表、群众、妇女等

义务劳动 600 余人次，清运多年来

的积存垃圾 60 多吨，清理 5公里

公路两侧的白色垃圾，清理 3000

余米水渠的垃圾，新建垃圾池 1

个。

多年没打扫过的小公园干净

了，村道两边的花坛重新整修，家

家户户庭院都进行清理，农户房前

屋后的乱堆放都不见了。全村划

分 6 个责任片区，村干部分片包

干责任到人，大家都相互监督、相

互配合，只要路上有垃圾、村民们

都会主动清扫。如今，随地乱扔垃

圾的人越来越少，每周一次环境

卫生大评比，促使 6 个片区的各

家各户都你追我赶争取“先进小

红旗”。目前第二阶段的整治工作

也已有条不紊地开展。

78 岁的村民孙有根将这些变

化看在眼里。他说：以前，百姓不

知道这环境卫生整治到底是咋回

事，后来村里发传单、贴标语，每

天还用喇叭详细地讲解，再后来

干部、党员带头干起来，村民也纷

纷响应……环境卫生整治是为了

让农村的环境更好，村民生活更

舒服，咱必须要参与、支持。

定塘白墩：共创“洁净美”告别“脏乱差”
记者 夏超明

本报讯 1 月 4 日下午，市

文明办副主任祝建平一行来到我

县，走访慰问了市美德少年黄

郑、浙江好人郑昌根、宁波好

人骆绍伦，以及舍己救人好青

年张瑜、浙江好人张合成的家

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祝福，

送给为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先

进典型。

走访慰问中，市文明办工作

人员详细了解道德模范和身边好

人的工作、生活状况，感谢他们

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发挥

出榜样示范作用，用自己的凡人

善举，弘扬了文明风尚，传播了

社会正能量，带动了人人争做模

范、争当好人的良好氛围。

据悉，市文明办立足实际，

探索健全关心关爱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的长效工作机制，用制度

构建文明价值体系，大力弘扬文

明新风。我县也将用好“善行象

山”道德基金，关爱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在全社会树立“让有

德者有得、倡导好人有好报”的

价值导向。

市文明办来象走访慰问
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

记者 郑丽敏 通讯员 吕金阳

本报讯 日前，经过社会组织

自评、评估专家组实地考评、评估

委员会审核及公示等程序，我县

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结束，县抗癌

康复协会晋升为 5A 级（最高级）

社会团体。至此，我县已有 3个社

会组织达到 5A 级。

县抗癌康复协会成立于 2005

年，目前拥有会员 2068 人，全县

18 个镇乡（街道）都成立了康复分

会，实现了基层康复组织全覆盖。

该协会先后获得省抗癌先进集

体、省科普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

荣誉，涌现省级抗癌明星 11 人、

省级抗癌先进个人 19人，会员 5

年生存率达到 82.4% 。

县抗癌协会
晋升 5A级社会团体

通讯员 陈吉明

本报讯 日前，石浦镇坦

塘村林星财、周爱良养殖的文

蛤开始起捕，并销往江苏南通

等地（如图）。
据了解，该村共有 4 户养

殖户分别承包了养殖塘，进行

梭子蟹、文蛤混养，合计养殖

面积约 200 亩，收成都不错。

林星财介绍，“养了半年时间，

文蛤长至每公斤 25 粒左右，

23 亩养殖塘光文蛤投入 2 万

多元，收益大概有 3倍。”

养殖文蛤
尝甜头

记者 罗旋 通讯员 邵雪飞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政府同

意我县石浦镇等 11 个镇乡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

2014 调整完善成果的批复。这意

味着我县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

整工作全面完成，并走在宁波市各

县（市）区前列。

该规划获批后，全县耕地保

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和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分别比调整前增加

了 240 公顷、167 公顷、3268 公

顷。尤其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扩

大，对于优化用地结构、拓展用

地空间和缓解用地矛盾，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据了解，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调整批准后，为确保准时完成

项目农转用报批，我县抓紧做好

乡镇规划调整和农转用报批工作。

一方面积极与乡镇沟通衔接，提

前筹集乡镇规划调整材料，为上

报市政府做好准备工作；另一方

面迅速上报农转用报批材料，加

班加点核对农转用材料。 2015

年，我县共争取到各类用地指标

6439 亩，除中心城区防洪排涝工

程因选址和政策处理未及时完成

和未利用地指标无项目安排外，

其余指标基本使用完毕；上报农

转用总面积 5890 亩，新增建设用

地 5732亩。

2015 年，我县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调整完善和项目农转用报批工

作圆满完成，切实保障了三门湾大

桥及接线工程、71 省道东陈至茅

洋段改建工程、宁波日星铸业有限

公司等重点交通、工业项目的用地

需求。

我县完成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

特约记者 陈斌国

本报讯 1月 5日下午，丹东

街道县人大代表、东街社区居委

会主任叶海静走访了新华路 27

号居民楼，了解患病老人用药情

况，听取大家对方便老年慢性病

人看病用药的意见、建议。

在 4 梯 404 室居民家，叶代

表与闻讯串门的邻居们促膝交

谈，倾听意见。她发现很多老人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慢性

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而“医

保”规定每张处方金额平均 120

元左右，一般 7—14 天用量。因

为年迈多病，排队看病较为麻烦、

吃力，老病号们希望扩大配用药

剂量。对此，叶代表深有感触，东

街社区等老城区，老年住户多，类

似慢性病患者不少，常有人来社

区反映求药不便问题。作为人大

代表，她觉得有必要进行反映和

呼吁。

近日，丹东街道人大工委动

员辖区代表开展县两会前调研。

叶海静除参加集体视察外，还重

点关注老弱病残就医取药、基本

生活保障、老小区雨污分流改

造、汪家河菜场周边环境整治等

民生议题，现已收集整理 5 件

建议。

在丹东街道人大工委，叶海

静是有名的“建议大王”，担任县

人大代表两届 9 年来，先后送交

各类建议 23件，其中 4 件获评县

优秀建议。

人大代表“会”前访病户

记者 励争臻 通讯员 俞蓉

本报讯 1 月 9 日即本周六上

午 9：00-11：00，在县图书馆（教

育园区）一楼报告厅，将举行

“塔山讲堂”。宁波市老教授协

会会员、老科协工作者协会理

事、浙江万里学院副教授吕育

浩，将作题为《饮食文化新理

念———让餐桌充满绿色》的专题

讲座。

市民可通过电话（65738200），

及塔山讲堂 Q Q 群（20846902）免

费索票入场。

“塔山讲堂”开讲饮食文化

（主办单位：象山县审计局 http://www.xssjj.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准则》（审计署令第 8号）

审计机关公布审计和审

计调查结果，应当指定专门机

构统一办理，履行规定的保密

审查和审核手续，报经审计机

关主要负责人批准。

审计机关内设机构、派出

机构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向

社会公布审计和审计调查结果。

审计机关统一组织不同级次

审计机关参加的审计项目，其审计

和审计调查结果原则上由负责该

项目组织工作的审计机关统一对

外公布。

审计机关公布审计和审计调

查结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报

批的，未经批准不得公布。

1. 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农产品。

2. 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
规定标准的区域生产、捕捞、采集

食用农产品和建立农产品生产基

地。

3. 禁止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农产品产地排放或者倾倒废

水、废气、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

4. 禁止伪造农产品生产记
录。

5. 禁止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

入品。

6. 禁止冒用无公害农产品等
农产品质量标志。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所明令的“六个禁止”是什么？

主办单位：象山县农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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