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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沈徐人

本报讯 近日，中国（象山）
—罗马尼亚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罗
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县
政府党组成员石坚定率团参加
活动。

洽谈会上，我县代表团介绍
了象山的地缘优势以及经贸发展和
对外投资情况，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使象山和罗马尼亚能在政企多
个层面实现交流合作。罗马尼亚方
出席代表介绍了罗马尼亚营商环
境、投资支持、工业发展情况。宁
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介绍
了企业在外业务开展情况。

会上，华翔还与罗马尼亚
HIB-ROZEM TRIM公司签署投
资合作意向书，罗马尼亚商务
部、布拉索夫市主要领导也答应
近期落实华翔电子于 2013 年投

资时承诺的相关政策。据了解，
此次华翔电子在 2013 年收购奔
驰汽车胡桃木内饰件项目的基础
上 ， 进 一 步 对 HIB-ROZEM
TRIM 公司追加投资 3000 万欧
元，主要用于增加真木饰件和特
殊材料饰件领域的产能，届时华
翔电子在罗马尼亚的投资将达到
超 1亿欧元，投产后产值达 6亿
欧元，该内饰件占全世界市场份
额达 80%。

除了举办洽谈会，象山代表
团还拜会了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地
区科德莱亚市政府、弗格拉什市
政府，与弗格拉什市政府签署了
友好城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
考察了两市城市建设、经济、教
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参观了
华翔电子罗马尼亚公司；并参加
了宁波市政府在匈牙利布达佩斯
举行的投资贸易洽谈活动。

见习记者 陈柳伊 通讯员 郑黎

本报讯 记者从县商务局获悉，
国庆节日期间，我县市场供需平
稳、各类消费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餐饮消费相对旺盛。对全县 23家
商贸企业监测统计显示，共实现销
售额 4586万元，同比增长 3.5%。

旅游餐饮消费旺盛。十一黄金
周期间，大量市民和游客涌向县内
各景区，催热了各类特色酒店排
档。据监测，10 家饭店 （酒店）
共实现营业额 1450 余万元,同比
增长 11.5%。其中特色海鲜排档生

意稳定，石浦渔人码头七天时间实
现营业额 273万元，接待游客超过
3万余人次，象山港海鲜美食城营
业额同比增长 30%以上。婚庆宴、
亲朋聚餐依然是国庆期间餐饮消费
的主力军，据了解，东谷湖度假酒
店、海洋酒店等假日期间婚宴接待
基本订满，餐饮营业额同比增长
10%以上。

商圈集聚效应凸显。涌金广
场、国际风情街作为城区新商业中
心，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为
一体的“一站式综合体”已成为扩
内需促消费、展现城市繁荣繁华的

生力军。十一期间，涌金广场通过
举办巡游演出、时尚走秀、创意集
市、魔术与变脸等活动日均吸引消
费者超过 2万余人次，日均销售额
（含大润发）达 820余万元，同比
增长 6%左右。国际风情街也推出
微信摇红包等系列主题活动，吸引
市民热情参与，据不完全统计，假
日期间日均接待市民超过 3000余
人次，日均销售额达 130余万元。

休闲消费稳步发展。假日期间，
电影院票房表现不俗，《湄公河行
动》《爵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
影片为市民送上丰盛的文化盛宴，

量贩式 KTV、时尚咖啡茶座，书城
书吧也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放松的
好去处。据监测，量贩式 KTV、影院
等休闲消费场所实现营业额 72万
元，较之去年基本持平。

黄金周期间，商场超市消费略
有上升，全县 7家重点监测超市、
商场共实现销售额 1468万元，同
比增长 1.6％。因促销活动增加、
婚庆季来临等影响，我县家电卖场
升温显著，3家大型家电卖场节日
期间营业额共实现 453 万元，同
比增长 9%。

国庆黄金周我县商贸经济运行平稳有序 我县在罗马尼亚举行
投资贸易洽谈会

见习记者 陈米慧
通 讯 员 吴宙洋

本报讯 传奇史诗电视剧《远
大前程》正在象山影视城热拍。
10月 3日，该剧组举行影迷见面
会，监制、编剧陈思诚携佟丽娅、
袁弘、张双利、李萍、张羽、桑
平等主创出席，和粉丝一起畅谈
在象山影视城的拍摄趣事。

据介绍，《远大前程》以上世
纪 2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

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将拍摄

“浮生”“乱世”“碎梦”三部。主人公
洪三携母亲和好友齐林到上海投
奔工人领袖严华，卷入两大公司
权利斗争，逐渐坚定了他所想追
求的“远大前程”。

该剧组在 6月入驻象山影视
城，主要在水帘洞、民国城等地
取景拍摄，拍摄时长为五个半
月，预计于明年暑期登陆一线卫
视与观众见面。

（记者 蒋曼儒 摄）

《远大前程》剧组
举行影迷见面会

经县委研究，决定将拟提拔任
用或转任重要岗位的石陵员等 4位
同志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
的意见。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在公示期限内，单位和
个人对公示对象任职有异议的，
可来人、来信、来电和发送短

信 向 县 委 组 织 部 干 部 科 反 映
（联系电话： 65731663；短信号
码：0574-65731663；通讯地址：
象山县丹东街道后堂街 21 号中共
象山县委组织部干部科，邮政编
码：315700）。

2、反映情况要本着对党和人

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

是，真实准确，有明确具体的内
容，不能借机诽谤诬告。为便于调
查核实，来信请署名，来电请说明
真实身份及联系电话，我们将做好
保密工作。

3、本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

为 10月 8 日到 10月 12 日。值班
时间：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00。

附：拟提拔任用县管领导干部
公示名单

中共象山县委组织部
2016年 10月 8日

象山县拟提任县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

周元能，男，1976年 7月出生，
贤庠镇人，1998 年 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95 年 10 月参加工作，
中央党校大学毕业。曾任县发展和
改革局综合计划科科长，县大目湾
开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

员，县委办公室办公会议成员、政
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泗洲头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拟任泗洲头镇党
委书记。

拟提拔任用县管领导干部公示名单
渊同级别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冤

石陵员，男，1963年 9月出生，西

周镇人，1990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88年 4月参加工作，高中毕业。

曾任下沈乡副乡长，下沈镇党委委员、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西周镇党委委

员、党委副书记，丹西街道人大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县便民服
务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现任县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党组成员、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副主任，

拟提名黄避岙乡人大主席人选。

蔡振年，男，1969年 11月出生，
大徐镇人，199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3年 8月参加工作，浙江大
学在职大学毕业，工程师。曾任西周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县规划局党组
成员（副局级）、副局长、党组成员，县
大目湾开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
组成员。现任县大目湾开发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拟任（提
名）泗洲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

伊新奇，男，1970 年 5 月出
生，西周镇人，1997年 7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9 年 8 月参加工作，
江南大学在职大学毕业。曾任大徐
镇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
工委专职副书记、公共安全监督管
理所所长。现任大徐镇工贸办公室
主任、环保站站长，拟提名晓塘乡
副乡长人选。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意见实施细则》（象人社〔2015〕214号）、《关于

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象人社〔2016〕129号）文件精神，现就农村电子商
务创业就业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村级电商服务站创建补助
（一）村级电商服务站认定标准：1. 村级电商服务站必须在农村（社区）范围内；2. 配备

必需的办公设施与网络软硬件设备（电脑、网络宽带、电视、无线路由、办公桌椅、展示柜、资
料架等）；能够连接电子商务平台且拥有平台注册账号；3. 为村民提供网络代购、代售农
（副、特）产品、代收代发快递等业务；提供电子商务平台已开通的各项便民服务，包括水、电、
气、宽带、话费等基础项目的网上缴费服务，以及车票酒店预定、就诊预约、求职招聘信息查
询发布、本地资讯获取等服务；4. 承担村（社区）农村电商相关服务工作；5. 村级电商服务站
需正常运行 3个月以上。
（二）申报流程：1. 享受创建补助的村级电商服务站由所在村（社区）推荐，携带《象山县

村（社区）电商服务站认定表》向县商务局申请认定；2. 县商务局核实后，符合条件的村级
电商服务站如实填写《象山县村级电商服务站创建补贴申报表》报县就业管理服务处复核。
3. 村级电商服务站创建补贴采用随时申报、每季末认定、按季拨付，拨付时间为下季度的
首月。
二、农村电商创业者社保补贴
（一）申报对象：本市户籍劳动者、毕业五年内高校毕业生新创办农村电商实体且正常经

营，或被认定为网络创业、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负责人（以下简称村级电商）的本市户籍劳动

者和毕业 5年内高校毕业生。
（二）申报条件：正常经营并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连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

险费和失业保险费满 1年。
其中，经认定为网络创业、村级电商且暂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需到户籍所在地的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通过社会保险代理等方式办理社会保险申报及缴费手续。
（三）补贴标准和期限：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00元，补贴期限不超过 3年。
（四）申报材料：1.《象山县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2. 申请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

及复印件（首次办理时提供）；3. 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及复印件（“五证合
一”登记制度实施以后，过渡期内新老证件可通用，过渡期后提供新登记的营业执照，下同）；
其中，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网络创业的，还需提供经认定的《宁

波市网络创业认定申请表》；村级电商的，还需提供《象山县村（社区）电商服务站认定表》。
（五）申报时间、地点和程序：农村电商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采用随时申报、按半年发放，

发放时间为当年 8月份和次年 1月份。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向营业执照经营地址所在地镇乡（街道）人力社保服务中心申报，暂

未经工商注册登记的网络创业、村级电商，向户籍所在地镇乡（街道）人力社保服务中心申
报。

镇乡（街道）人力社保服务中心对申报材料、申报对象社会保险缴费情况和经营状况做
好审核工作，县就业管理服务处进行复核。
三、租房补贴
（一）申报对象：毕业 3年内全日制普通高校电子商务类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
（二）申报条件：1. 在象山电子商务应用企业、平台企业就业；2. 与企业签订 3年及以上

劳动合同；3. 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年以上。
（三）补贴标准和期限：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0元，补贴期限为 12个月。
（四）申报材料：1.《象山县农村电商人才租房补贴申请表》；2. 身份证复印件；3. 劳动

合同（原件）；4. 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5. 租房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所承租房屋房产证
（复印件）；6.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或象山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存折或借记卡（任何一家银行均
可，复印件）。
（五）申报时间、地点和程序：租房补贴采用随时申报、按半年发放，发放时间为当年 8月

份和次年 1月份。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向县就业管理服务处申报。县就业管理服务处对申报对象社会保险

缴费情况审核工作，并按时发放。
四、其他：《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象人社〔2016〕129号）文件中

村级电商服务站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公益性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创业场租补贴、就业补贴等按《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
作意见实施细则》（象人社〔2015〕214号）执行；毕业生就业实践生活补贴、见习工作补助按
象政办发〔2009〕151号执行。

象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 9月26日

记者 洪笑然 通讯员 王薇薇

本报讯 10月 1日，我县首个专
为儿童打造的开放式生态“田乐园”，
在茅洋乡银洋村开园迎客。1日到 7
日，银洋村“田乐园”共接待游客 5万
余人次，创收 20万元。
“田乐园”一期占地 75亩，包含

皮划艇休闲、户外攀爬、梅花桩、蚂
蚁洞等多个项目，水陆活动俱全。
“目前，乐园二期占地 20亩的七彩
花房已经投入建设，预计到元旦可
以开放。二期除了拓展风景区和功
能区外，也将串联起‘田乐园’和银
洋 3D村风光，进一步整合区域旅游
资源。”该乡旅游办主任周世乐说。

国庆期间，茅洋乡包含“田乐
园”在内共接待游客 10万人次，同
比增长 200%，全乡农家乐的 400
多间客房早早就被抢订一空。

（记者 夏雨 摄）

亲子“田乐园”闹热茅洋乡村游

记者 潘怡帆 通讯员 汤明江

本报讯 今秋入伍的 182 名
新兵对部队的生活还适应吗？能
否完成部队安排的训练任务？近
日，县人武部联合县民政局、公安

局、卫生计生委、丹东街道、丹西街
道等组成新兵回访组，奔赴广西
桂林、贵港、南宁等地军营，对象山
县籍新兵开展回访工作。

新兵回访组在各个部队召开
了座谈会，详细了解新兵的学习、
训练、生活和思想表现情况，鼓励
他们安心在部队服役，刻苦训练，
尽快适应部队生活，为部队建设
和国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很多
新兵也纷纷表示，会在部队好好
锻炼，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家乡和

亲人。
近年来，由于社会及家庭等

多种因素影响，不少入伍的新兵
心理承受能力有限，面对部队突
如其来的强化训练和快节奏生
活，产生思乡情绪。9月送走新兵
后，县人武部专门抽调人员组成
新兵回访组，通过走访部队、与新
兵座谈、分别谈心等方式，详细了
解新兵的学习、工作、训练和生活
情况，积极配合部队做好思想稳
定工作。

根据回访信息情况反馈，我
县今年入伍的新兵总体较好，都
能较快地适应部队的环境。10月
初，我县新兵回访组还将赴徐
州、天津、廊坊等地的军营回访
新兵。

我县开展
新兵回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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