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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环境保督察组反馈
的督察意见，象山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立行立改，专门成立整改工作
协调小组，制定整改措施，积极推进

整改工作，截至 2019 年 10 月 11
日，象山县贤庠镇违建砂石码头问
题已完成整改和验收工作，现将整
改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4 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
来函来电如实反映。地址：象山丹东
街 道 丹 河 路 878 号 。 电 话 ：

65796565；传真：65796540。
中共象山县委
象山县人民政府

2019年 11月 8日

关于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渊叶市整改方案曳问题编号 30冤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象山县贤庠镇违建砂石码头问题整改公示清单
序号

1

整改项目名称

象山县贤
庠镇违建砂石
码头问题

整 改 目 标

全面拆除并清
理非法违建砂石码
头，开展必要的生
态修复措施，确保
违建码头占用海域
问题整改到位。

整 改 措 施

1.恢复海域原状。由陆地向海域挖除违法填筑物约 4500
方，内侧进行岸线修复，外侧与周边滩涂高程保持基本一致。

2.封锁整改现场。整改施工结束后，封锁入口，并张贴警示
标志，严防再次出现非法填海现象。

3.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并落实海域使用动态监管
制度、海岸线巡查制度、湾（滩）长制等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
加强海域的使用管理，落实海洋违法行为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时间制止，第一时间查处的工作机制，坚决制止和查处海洋违
法行为。

整 改 效 果

1.2018 年12 月底前完成清理砂石
码头违法填筑物，共计约 4500方，内侧
进行岸线修复，外侧与周边滩涂高程保
持基本一致。

2.2018年 12月底前完成违建砂石
码头入口的筑墙，封锁了入口，张贴了
“禁止进入”标识。

3. 严格落实了管控要求，落实湾
（滩）长制度，加强巡查监管工作。

参与会徽征集活动就有机会赢得五千元的奖金！
一、活动主题
第三届象山柑橘文化节
二、活动介绍
为响应国家提出的“希望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
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调动亿万农民重农务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号召，2019年 11月 16日，第
三届象山柑橘文化节在象山影视城拉开帷幕。此次活
动旨在提升当地农事节庆活动，挖掘当地民俗文化内
涵，促进民间文化交流，扩大区域间经济合作将象山柑
橘文化节打造成象山县特有的农民丰收节庆。
三、征集内容
第三届象山柑橘文化节活动会徽
四、征集要求
（1）要提交原创徽标作品核心设计方案和设计创意

理念说明。
（2）徽标设计要主题突出，构图简洁、创意新颖、寓

意深刻、内涵积极，辨识度高，易于传播，富于视觉感染
力和冲击力，体现柑橘元素。
（3）应征主体可以为单位，也可以为个人。
（4）应征标志作品应以电子文本形式提交。
（5）设计在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上应具有较强的应

用性，应可适用于平面、立体再创作，应可用于网站、文
件、宣传用品和媒体宣传等各种场合和载体上使用。
（6）设计的会徽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
五、征集时间
2019年 11月 4日-2019年 11月 13日
六、征集方式
请应征者在规定时间内将征集表及 LOGO作品发

送至邮箱:545169243@qq.com
邮件主题、文件名均为“作者姓名（单位）+会徽征

集”，并在邮件中注明应征者姓名、身份证号、单位、电
话、通讯地址等。若是单位参选，请提供单位营业执照。

七、评选奖励
（1）由象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有关专家及业内人士

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
（2）奖项设置：设置入围奖（5名），奖金人民币 500

元（人民币伍佰元整，含税）。在入围作品中选取最终使
用作品（1名），奖金人民币 5000元（人民币伍仟元整，
含税）。
（3）如为团队设计，应由所有设计者或取得授权委

托人领取奖金。
八、其他说明
（1）对于最终被采用的应征作品需提供 AI

（Illustrator）矢量文件，其著作权、使用权等相关权利全
部归象山县农业农村局所有，应征者后期须配合象山
县农业农村局对采用作品做合理修改，象山县农业农村
局享有对作品进行修改和深化设计的权利。应征者不
再享有与该作品著作权有关的任何权利。
（2）所有应征作品应保证原创，此前未以任何形式

发表和使用，也未以任何方式为公众所知悉，不得抄袭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一经发现将取消资格并要求退还奖
金，所有因此而引发的法律责任由应征者承担。
（3）如果出现创意相同或相似的应征作品，则以收

件时间来确定第一创意者。
（4）应征作品恕不退还，请作者自留底稿。
（5）其他未尽事宜由象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
联系人：蔡老师 电 话：13777961755
邮 箱：545169243@qq.com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叶语馨

本报讯 11月 4日，县财政
局组织开展“财政干部讲财政故
事”专题访谈活动，通过忆往昔、
寻初心的方式，讲出财政人的故
事，道出财政人的初心。

活动以访谈的形式开展，县
财政局基建科、债务办、企财
科、采购办等科室负责人依次
上台，通过生动活泼的小故事，
讲出财政改革的艰辛与探索，讲

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
考与实践，充分展现财政人主动
担责、善于谋划、勤政为民的情
怀。

近年来，县财政局积极做好
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机械、新材
料、海运等行业企业 10 余家。
项目的顺利引进少不了企财科科
长樊开华的前后“跑腿”。访谈
中，樊开华以华昱新材料项目为
例：“在得到项目线索后，我们
第一时间做好跟踪，与项目负责

人积极交流，多次召开项目协调
会，积极为企业争取了创业启动
资金 500 万元，同时又落实 17
亩土地用于生产，在各方支持
下，项目顺利落户象山。”

听了精彩讲述后，与会人员
纷纷表示深受启发，为今后如何
创新工作方式、推进财政改革开

拓了思路。
据了解，此次访谈活动是县

财政局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举措之一，旨在
通过见人见事见思想的交流互
动，创新工作督办方式、学习教
育形式，推动干部以讲促学、以
学促干。

财政干部讲财政故事 守初心担使命促发展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吴宙洋

本报讯 今年春节台州游客
约占 70%，景区停车场几乎被
“浙 J大军”所占，而国庆长假
则为 30%至 35%。仅 8 个月，
台州游客量竟呈现滑梯式下降，
“病症”出在哪？近日，象山影
视城兵分 9 路，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
台州 9个县市区，开展大调研专

项活动“查病因、解难题”。
今年 1月，三门湾大桥及连

接线工程全线通车，台州最近的
区域半小时即可到达象山影视
城，影视城俨然成为台州市民
“家门口的风景区”。同时，台州
市场资源丰富、人口基数较大，
如何才能啃好这块“香饽饽”？
三天时间，100 余名“影城人”
深入台州县市区农村、社区、公
园、广场、商场、菜市场、超

市、学校、企业、旅行社等地，
以走访、设摊、流动问卷等多形
式进行推广调研，对 10000 名
台州市民进行问卷访谈，总结分
析存在问题。

近年来，象山影视城不断提
升重大产业平台发展能级，探索
创新开发建设运营模式，加快集
聚优质资源，打通产业链招商“经
脉”，释放影视产业发展潜能。让
象山影视文化产业插上腾飞翅

膀，是“影城人”坚守的初心和使
命。针对调研情况，象山影视城将
“对症下药”，提升完善台州市场
营销收客产业链，推动游客量井
喷式增长向高质量稳定增长转
变；增开旅游直通车和散客班，加
强台州市场营销人员力量、市场
宣传和产品宣传，进一步做精影
旅产品包装，做强对外综合性服
务，有效提升景区在台州市场的
影响力和知名度。

守初心 抓落实

象山影视城：市场调研“找问题”“开良方”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夏燕飞

本报讯 “庭院里花草摆放比
之前整洁了好多，得加分。”“这户
把纸巾混进了厨余垃圾，需纠正
……”近日，涂茨镇新塘村 10 位
妇联执委对村内 83 户庭院环境
卫生情况进行评分。

为建设美丽村庄，该村妇联执
委积极发挥直接联系广大家庭和
妇女群众的优势，不定期深入村民
家庭，从花草种植摆放、垃圾分类
等家庭生活的细节入手，引导大家
培养爱整洁讲卫生的好习惯，形成
家庭文明新风尚。
“此类评分两个月一次，统计

后作为村家庭环境保洁红绿榜和
年终评比表彰先进家庭的主要依
据，有效激发了村民在美丽庭院创
建中比、学、赶、超的热情。”正在打
分的村妇联主席白海燕说。

近年来，该村结合全镇美丽乡
村建设、“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全域旅游等重点工作，积极开展美
丽庭院创建活动。其中，开放式围
墙改建、墙体彩绘、庭院绿化、垃圾
分类智能化管理等工作迅速推进，

村内环境焕然一新。去年，村庄被
评为镇新农村建设先进村，27户
家庭分别被评为镇垃圾分类示范
户和镇美丽庭院。今年，村庄再增
镇精准垃圾分类示范村称号。

见习记者 陈雨露 通讯员 赵媛

本报讯 “这里是宁波威霖公
司，东广场气化间发生天然气泄
漏，现场有一名中毒昏迷人员，请
求救援……”11月 6日下午，西周
镇宁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内
浓烟滚滚，一场危化品仓库消防演
习正在此举行。

演习现场，一员工发现危急情
况后，立即拨打应急电话并按响警
铃求救。参战人员接到指令，迅速
穿戴好保护装备投入救援，并使用
水袋喷水稀释有毒气体，同时组织
全体职工疏散撤离；医疗组第一时
间对昏迷人员展开急救并送至待
命救护车，警戒组、环保组等也有
序开展相应工作。最终成功控制险
情，未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大队、

西周镇政府等单位负责人、宗教场

所负责人及镇各企业员工代表千
余人现场观摩。浙江大唐乌沙山发
电有限公司员工董宝健说：“平时
也定期参加公司组织的消防演练，
但这次有专业人员的现场演示和
讲解，让我们对消防器材的使用、
险情处理的方式有了更规范、更标
准的认识。”

随后，现场还开展了消防知识
和应急技能竞赛，华翔集团各分公
司、象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等
8家企业代表团就油桶灭火、消防
水袋灭火两项技能开展比拼。西周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现场演习和
竞赛比拼相结合，旨在全面提高大
家遇上突发事故时的快速反应能
力、避险自救能力和消防设备操作
能力，进一步提升全镇企业处置险
情的应急响应水平。

消防演习防患未“燃”
竞赛比拼共筑平安

新塘村：
巾帼齐心 庭院花漫

日前，浙江省第九届会展策划创意大赛决赛于杭州拉开帷幕，共吸引

了 160余支队伍报名参加。由我县大型活动办公室推荐的“晓塘乡葡萄
节暨少数民族文化节”作品，经过专家评审，获企业组二等奖。

（记者 郑丽敏 通讯员 王卫国）

简 讯

通讯员 屠蕾蕾

本报讯 近日，机关幼儿园举办千人玩桌
游活动，吸引了该园 500多对学生及家长参与
亲子桌游大赛。

活动分为桌游体验馆、桌游擂台 PK、桌游
体验区、祖孙三代全家总动员等四个版块。活
动中，50个小擂主“摩拳擦掌”等待迎接挑战
者的攻擂，500多对亲子自由组队切磋桌游，
或两两对弈，或多人 PK，以游戏币为筹码，竞
争激烈，玩得不亦乐乎。

千人玩桌游
玩转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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