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章艺赢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贤庠镇人武部获
悉，2020年，该镇累计编组普通民兵 1700
人、整组基干民兵 162 人，参加实训民兵
350余人次，办理网上兵役登记 130人，向
部队输送新兵 4名，基层武装工作实现规范
发展。

为深化民兵调整改革，该镇整合海上
侦察、海上搜救、应急救援等任务资源，
分类规范并优化民兵组织结构。在整组基
干民兵 162人中，党员比例 32%，退伍军
人比例 31%，高中毕业以上比例 90%，达
到了民兵整组的各项要求，形成了民兵编
组合理、干部配备齐全、队伍素质提升的
良好局面。

该镇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扎实开展
征兵宣传、兵役登记、体格检查、病史调
查、政治考核、审批定兵等各项工作。采取
上门服务与帮助网上登记相结合的形式，
“线上线下”同步提高网上兵役登记，深入
各行政村开展征兵法规、优抚优待等政策宣
传，对适龄青年逐一摸排、动员、登记，同
步实行政治考核和病史调查，进一步加强征
兵工作标准化管理。

该镇科学制定民兵训练实施计划，定期
举办军事理论、战备常识、卫生与救护、伪
装与防护等常规知识讲座，以及卫勤支前保
障、消防演练、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岗位
练兵竞赛活动，有力提升民兵军事素养和实
战技能。

贤庠镇：
基层武装工作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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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好“五子棋”添好“五把力”

青莱村“解锁”基层治理新模式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刘莹谱

本报讯 凝聚班子、搭好台子、迈开
步子、前移身子、夯实底子……近年来，
贤庠镇青莱村坚持以党建争强为引领、以
四治融合为导向、以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村建设为抓手，实现从“落后村”到“样
板村”、“上访村”到“上镜村”的华丽
转身，先后创成“美丽庭院”示范村、A
级景区村，获评镇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
集体、矛盾纠纷化解先进集体，入选全县
乡村振兴改革创新十大优秀案例。

凝聚班子，提升引领力。青莱村坚持
“班子合体、工作合议、过程合作、结果
合督”原则，以村党支部为“轴心”配齐
配强四套班子力量，建立健全“一间屋子
办公、一张桌上共事”的相互协调、密切
配合的合力干事机制，统筹谋划村庄发展

定位、主导产业选择、人居环境整治、用
地布局规划、建设项目安排，着力提升工
作顺畅度、时效性、科学性。同时，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党员联户”制度，大
力开展党支部统筹、党员带头、党群联动
的“党建 +”工程，着力增强支部先进
性，切实提升干群凝聚力。

搭好台子，提升服务力。该村依托村
委办公大楼场地资源，优化打造村级综合
服务中心、矛盾纠纷调解室、乡贤工作室
等平台，广泛吸纳“两代表一委员”、老
党员、老干部、新乡贤、法律顾问等社会
力量 52人，共同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解
答、法律便民咨询、心理疏导沟通和矛盾
纠纷调解等“一站式”服务。试点推广应
用“村民说事 E 说通”软件系统，配备
远程视听硬件设施，实现“县 -镇 -村”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三级联网、问题

“接收、交办、处理、反馈”全流程快速
运行机制，确保村民办事“最多跑一次”
“最多跑一地”。

迈开步子，提升洞察力。青莱村动员
网格员、党员干部、班子成员等力量通过
“E宁波”、入户走访、包片联系等方式，
积极开展矛盾纠纷、信访维稳等问题的排
摸收集，定期召开村务联席会议研判风险
点，同步建立问题清单动态追踪制，及时
解决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社情
民意“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根据
村庄基础设施落后、建房土地较少等情
况，聘请设计师编制村庄发展规划，全面
进行房屋改造、道路拓宽、环境绿化等。

前移身子，提升创新力。整合利用凉
亭长廊、村落公园、商店超市等群众聚集
地，构建“说事长廊 + 固定村民说事日
+流动村民说事点”的多元化说事渠道，

实现群众聚集在哪里，阵地就覆盖到哪
里。通过固定日子集中说、干部联户上
门说、急事要事现场说，推动形成“公
开议事、规范定事、民主评事、合力干
事”的良好局面，实现民意疏导、科学
决策、效果评估有机结合，着力提升说
事效率、效果和效力。

夯实底子，提升发展力。开展“富民强
村，以进促治”行动，村领导班子多次赴杭
州、湖州等地招商洽谈，成功招引农家客
栈、渔家体验、餐饮娱乐等建设项目。深入
推进“文化强村，以文育人”活动，依托青莱
慈孝、渔商等历史文化资源，实施文化礼堂
改造、村民道德提升工程，新增文艺舞台、
健体中心、素质讲堂，将单一的宴席场所扩
容成集文娱、健身、教育为一体的活动中
心。与此同时，累计挖掘家训 243条，提炼
村训 14条。

根据《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宁波市

人民政府文件《关于进一步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甬政发[2011]
129号)等有关规定，经象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以

下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规划条件、投入产出、竞买保证金等要求：

本次拍卖地块位于象山县高塘岛乡纱帽绿村北侧。

二、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均可单独申请参加本次竞买。

竞得人需成立新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网上报名中明确新

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内容（非象山企业参加竞拍的，必须在

象山行政区划内注册成立新企业）。

三、拍卖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

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

拍卖出让活动。

四、拍卖报名及拍卖开始时间

拍卖报名时间：

2021年 2月 1日 9:00至 2021年 2月 2日 16:00；

拍卖开始时间：

地块一 2021年 2月 3日 9:00。

地块二 2021年 2月 3日 9:30。

地块三 2021年 2月 3日 10:00。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 但低于起始价不予成交。

六、竞得土地使用权后，竞得人必须与土地所在的浙台（象山石

浦）经贸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企业投资工业项目 "标准地 "投资

建设协议》，作为出让合同的附件，同时要提供《象山县工业企业投资

项目登记表》。其他事宜详见公告、须知、成交确认书等拍卖出让文

件。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咨询电话：0574-89522058 联系人：黄女士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1月 13日

象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拍卖出让公告
象自然资规工出告字〔2021〕03号

土地产出
（万元 /亩）
逸380
逸380
逸380

亩均税收
（万元 /亩）
逸10
逸10
逸10

单位能耗增加值
（万元 /吨标煤）

逸2.5
逸2.5
逸2.5

单位排放增加
值（万元 /吨）
逸267
逸267
逸267

土地使用
年限(年)

50
50
50

拍卖起始价
（万元）

7585
656
181

保证金
(万元)
2276
197
181

编号

一

二

三

地块名称

象山县高塘岛乡纱帽绿地块二

象山县高塘岛乡纱帽绿地块三

象山县高塘岛乡纱帽绿地块四

出让面积
(平方米)
168554
14575
4007

土地用途
（行业分类）
工业（水产品加工）

工业（水产品加工）

工业（水产品加工）

容积率

1.0-1.2
1.0-1.2
1.0-1.2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
（万元 /亩）
逸160
逸160
逸160

地块具体规划指标要求详见该地块规划条件。

象山宝华汽车有限公司经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延续

核准，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象山宝华汽车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33022558051644000

机构住所：浙江省象山县城南高新创业园车城路 18号

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17日

许可证有效日期：2023年 12月 22日

许可证流水号：0703625

机构负责人：蔡兰娣

联系电话：15158338787

邮政编码：315700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关于象山宝华汽车有限公司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延续申请的公告

杨美未、金志国：

因你二人拒不按要求迁出登记在象山县丹东街道文峰小区

62幢 189梯 201室的户口，根据《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

第 57条等户口登记管理规定，本所于 2021年 1月 11日已将你

的户口迁至文峰社区集体户挂靠在公共集体户。

请及时携带居民户口簿到本所办理相关手续。

如不服本所该迁移户口行为，可以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象山县公安局或象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

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联系地址: 象山县丹东街道新华路 83号

联 系 人: 刘吉鹏 联系电话:18857430629

丹东派出所

2021年 1月 11日

迁移户口通知书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徐洪珂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第二批 3A级
景区镇名单公布，大徐名列其中。据悉，
大徐镇目前已创建景区村 10个，占比达
55.6%，良好的旅游发展业态得益于该镇
打好了“山水”“文化”“创新”三张牌。

打好“山水牌”，擦亮旅游底色。近年
来，共投入 2000余万元完善旅游服务
配套、营造旅游氛围、改善景区水环境
和新业态扶持，其中包括镇游客服务中
心的打造、省 A 级景区村与省美丽城

镇的创建。同时健全管理机制，共建和
美大徐，制定文明旅游制度和相关村规
民约。

打好“文化牌”，提升旅游品质。深
度挖掘殷夫传奇历程，精心打造殷夫
故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现场教学基地，顺利举办殷夫诞辰 110
周年纪念活动，殷夫精神已成为全县
红色文化的一张金字招牌。构建“大爱
徐来”旅游品牌，不断挖掘杉木洋村
（象山首任县令徐旃寓居地）、军民塘
水库等旅游景点的内涵，从而发出“爱

来大徐”的邀约。
打好“创新牌”，优化旅游体验。以发

展精品民宿、特色餐饮等旅游业态为导
向，推进原有业态转性升级和新型业态
引进。大壮农场、青果合作社等农业庄园
不断引入水果新品种，利用“互联网 +”模
式，线上直播 10 余次，销售额达 40万
元，打响了品牌知名度。

大徐镇将立足实际做好产业文章、
特色文章和优势文章，注重规划、整体推
进，着力形成“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
的全域大美新格局。

大徐镇巧打旅游“三张牌”

近日袁 宁波眼科医院的医护人员先后
来到涂茨镇里庵尧钱仓尧涂茨等 10个村开
展义诊活动袁 为各村老人们开展免费眼部

检查遥
据介绍袁本次检查主要包括视力检查尧

裂隙灯检查尧 眼表检查尧 白内障筛查等内

容袁并为老年人提供眼科健康方面的咨询袁
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遥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鲍林）

眼科义诊进村庄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徐洪珂

本报讯 近期，大徐镇全面部署疫情
防控工作并开展重点场所检查。

按照部署要求，各线各部门要严防思
想麻痹松懈风险、人员流动风险、境外输
入风险等重大风险。针对在大徐就业的外
来务工群体，要做好引导，建议其留在象
山本地过年。同时要做好口罩、消毒水等
防疫物资的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检查组先后来到镇域内超市、学校、
敬老院、药店、菜场等重点场所，对场所内
的防控测温设备、消杀记录和疫情防控部
署情况作了全面的检查，并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检查组要求，要持
续保持高度警惕，落实好人员密集场所测
温验码、重点地区外来人员排查登记等常
态化防控措施。

临近年底，大徐镇将进一步绷紧责任
之弦，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
阻断疫情传播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大徐镇
开展疫情防控检查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史笑露

本报讯 从黄避岙乡旅游办获悉，近
日，该乡龙屿村获评 2020年浙江省 3A级
景区村，原大斜桥村获评县 AA 级景区
村，鲁家岙村和横里村获评县 A级景区
村，全乡景区村达到 9个。

旅游产业发展，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的重要举措。近年来，黄避岙乡利用打造
宁波市“斑斓海岸”文明示范线的契机，明
确“一线一核多点”全域旅游发展定位，通
过不断整合要素资源、挖掘特色文化内
涵，相继打造了斑斓古道、滨海自行车道、
9.9驿站、望港亭、象山港大桥摄影点等
“网红”景观节点，以及亲子类童玩村、休
闲类度假村、产业类特色村、风情类体验
村 4大类主题特色村，旅游业态发展通过
“弯道超车”迈上高速通道。

目前，黄避岙乡成功跻身第二批浙江
省 4A级景区镇、宁波市乡村全域旅游示
范区行列。

黄避岙乡
新增 4个景区村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鲍林

本报讯“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县沿海海
面风力 8-10级，所有渔船都到安全区域避
风。”日前，涂茨镇农办工作人员在收到县气
象台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后，立即通知海上
作业渔船回港或就近进港避风。

“为防止渔船在风浪警报解除前擅自出
海作业，我们还组织人员对辖区各码头进行
巡逻检查，向渔民宣传大风严寒时出海作业
的危险性，确保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在竹
湾避风锚地，寒风呼啸，室外气温在零下 4
度。记者看到，该镇工作人员正在认真检查
每艘进港渔船的救生圈、灭火器安全配备情
况，并对一些生产设备的规范使用进行耐心
指导。

近年来，涂茨镇严格落实定人联船制度，
确保渔船动态有人监管。压实驻村工作组、联

村干部、渔船协管员等人员组成的排查队伍
工作责任，严格落实码头、港口巡查，核实停
港渔船数量。每日组织 2名渔业协管员赴各
码头，排查渔船违规出港、养殖排筏偷捕、违
禁网具等情况。

为进一步维护渔业领域良好的生产秩
序，该镇严控全镇在册 122艘生产渔船，做
到“船回港、网入库、人上岸”，并完成所有船
老大安全生产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清
港行动”8 次，清除地笼网等违禁网具 13
顶，串网 800米。同时，细化养殖船筏管理，
对登记在册 8 艘养殖船、47 艘养殖排筏进
行涂色。

此外，通过政务微信公众号、各村广播
等平台、载体宣传“平安守护”和“渔业一打三
整治”内容，长期保持舆论宣传声势。今年，累
计发送渔业安全生产及禁渔休渔等内容的信
息 1800条，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2750份，悬
挂宣传横幅 45条，摆放易拉宝 40个，张贴
通告 76张。

涂茨镇：
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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