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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星期五）

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增值税普通发

票 一 张 ，号 码 ：19864879、
3300162350，于 2018年 11月
9日声明作废。

玉环新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遗失 2018 年 3 月 23 日
由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AMBMXX5，于
2018年11月9日声明作废。

玉环地江水美容养生馆

遗失 2015 年 9 月 6 日由
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1021640133091，于 2018年
11月9日声明作废。

玉环鑫越棋牌室

本报讯 “这次搬迁心服口
服，镇里的制度非常人性化，所以
我们都非常支持！”昨天上午，在龙
溪镇山外张老旧工业点拆违现场，
企业主李修华跟随拆迁人员来到现
场，亲眼见证了该老旧工业点“改
头换面”迈出的第一步。

当天是我市今年第9次老旧工业
点集中拆违行动，共涉及拆除点位

62个，拆除建筑面积共 15.2万平方
米，龙溪镇山外张老旧工业点是面
积最大的一处。

当天上午9时许，在山外张老旧
工业点，3台挖机齐头并进，轰鸣的
机械声中，一栋栋提前搬空的违建
厂房应声倒地。

李修华一手创办的玉环市鑫宝
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就在山外张老
旧工业点内，是一家主营水暖产品
的规上企业，产品主要出口美国等
地，今年 1至 10月份，订单量同比
提升不少。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鑫
宝达”厂房全部属于违建，如果停
产搬迁将对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
失。“当时镇里充分征求了我们企业
主的意见，提前让我们在别处租好
厂房，并适当宽限了我们搬迁的时
间。”说起此次搬迁“有商有量”的

做法，李修华连连点赞。
据了解，龙溪镇山外张老旧工

业点总面积4.9万平方米，始建于10
多年前，该老旧工业点内多为阀
门、水暖产品加工等企业，存在较
多的安全隐患和环保问题。此外，
该区块为高铁征用地，今年 9月份，
龙溪镇决定对山外张老旧工业点内
的违建进行集中拆除。

当时，一支由驻联村干部和拆
违办工作人员组成的宣传小分队进
驻了该老旧工业点，发通知、讲政
策、开座谈会……形成了党员干部
带头搬迁、群众跟着搬迁的良好工
作局面。截至目前，山外张内的 13
家企业已搬迁 12家，另有一家正在
搬迁中。

“该老旧工业点拆除完毕后，除
了满足高铁用地外，我们也将对剩

余体量统一规划建设。”龙溪镇副镇
长周学达说。

“集中拆除日”当天也是玉城街
道后塘垟老旧工业点拆违首日，当
日一举拆违 1万多平方米。据了解，
该老旧工业点涉及企业 20多家，预
计在本月底完成所有违建拆除，随
后统一规划建设小微企业园，更好
地满足企业生产需要。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
10月，我市共拆除违法建筑280万平
方米，已完成 37个老旧工业点内违
建的拆除。

“接下来，我们将全力以赴冲刺
四季度，奋力夺取全年红，确保年
底前完成剩余 22个老旧工业点的拆
违。”市老旧工业点改造办公室专职
副主任陈德明说。

（路伟凤 张泽鹏）

我市开展第9次老旧工业点集中拆违行动1至10月已拆除280万平方米

推进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

玉城
昨天上午，玉城街道开展老旧

工业点集中拆违大行动，同时对环
东工业区、塘垟工业区老旧厂房进
行集中拆除。

当天上午8时许，环东工业区内
分工有序：工作人员按预先方案迅
速行动，对内部钢结构进行逐个拆
解；一台大型挖掘机来往作业，铁
臂挥舞之处，违章建筑轰然倒地。

据悉，此次拆除的老旧工业区
厂房建筑多为钢结构、铁皮棚的老
旧厂房，违法建筑多、环境脏乱
差，且普遍存在消防不过关、占用
消防通道等问题，安全隐患较为严
重。

当天共拆除违法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这些陆续拆除的老旧工业
区块将在拆除完毕后进行整体改造
提升。 （黄翔）

坎门
昨天，坎门街道组织人员开展

集中拆违行动，对水龙老旧工业点
山脚下区块违建厂房进行拆除。当
日，共拆除违建面积 6400平方米，
基本完成本区块的拆违工作。

此次拆除的点位分别位于水龙
老旧工业点山脚下区块两侧，违建
厂房有高层，也有平房，大多为零
配件加工的小企业、小作坊。现
场，工作人员在点位各主要路口设

置警戒带，大型剪刀机、挖掘机、
炮头机同时作业，违章建筑拆除工
作开展顺利。

据了解，水龙老旧工业点山脚
下区块，原有违建厂房占地 1.7万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2.5万平方米，
涉及 34家企业。为加快推进该区块
老旧工业点改造，街道工作人员耐
心细致地走访劝说违建企业搬迁，
以雷霆之势迅速组织拆除。

截至目前，该区块共拆除 2.3万
平方米。 （潘瑶强）

大麦屿

昨天，大麦屿街道组织工作人
员集中拆除对台贸易加工区一处违
章建筑，共拆除违法建筑 1800多平
方米。

拆违现场，工作人员早早拉起
警戒线，现场劝离无关人员，拆违

人员、挖掘机随即进场拆除。据
悉，该处违建为砖混结构，搭建于
上世纪 90年代，主要作为餐饮、厂
房、仓库等方面用途，不仅环境

“脏乱差”，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
消防安全隐患。

据了解，自今年开展老旧工业
点改造以来，大麦屿街道坚持“拆
字开路”，倒逼企业转型升级、腾笼
换鸟。截至目前，共拆除各类老旧
厂房及违章建筑 11万平方米。下阶
段，该街道将进一步做好拆后利用
工作，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不断提
高土地亩产经济和社会效益。

（陈衡）

干江

昨天上午，干江镇组织工作人

员对小屿门工业区的一处违建厂房
进行拆除。

据了解，该处违建厂房搭建已
有 20多年，厂区内物品归置杂乱，
存在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置配备
不齐全等情况，安全隐患大。拆违
现场，由于厂房靠近交通主道路，
大型机械作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工人们只能靠手工将违建厂房
的铁皮棚一一进行拆除。

另悉，当天共拆除违章搭建的
铁皮棚、违建厂房铁皮屋顶等共
4800多平方米。

（陈嗣国）

我市各地开展集中拆违大行动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
午，市亿工场跨境电商产
业园 4 楼多功能厅内掌声
不断，“跨境破局——新外
贸的危与机·传统企业升
级之路”市 2018跨境电商
卖家交流峰会在这里举行。

交流峰会上，来自苏
州的企业家杨超刚、玉环
本土企业家李洪通过ppt展
示、现场问答等方式，讲
述了各自的创业过程，并
结合如何利用技术和人才
引进做大做强跨境电商等
内容，分享了在电商方面
的经验。

台 上 ， 演 讲 幽 默 风
趣；台下，观众认真倾
听，不时记下关键信息。

现场，有 2 名黑色皮
肤的外国人很是显眼，认
真听翻译的“解说”。“跨
境电商峰会对每个人都很
有帮助，演讲者教会了我
们如何在外贸中抓住较大
的市场份额。”来自孟加拉

国的大卫表示。
听完讲座，浙江三通

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颜米
兰收获颇丰。作为一家传
统企业，“三通塑业”正面
临转型难题，她表示，做
互联网电商对企业减少成
本、增加销量都有好处，
可以尝试。

据了解，此次峰会是
我市为汽摩配、水暖阀门
等产业转型举办的交流活
动，旨在共同探讨我市外
贸型企业面临的传统企业
升级转型难、中美贸易
战、人才招留难、外贸渠
道单一、数据沉淀意识薄
弱等现实共性问题，寻求
新外贸形势下传统企业跨
境破局办法。

此次峰会还邀请了 50
位来自温州虹桥的企业代
表，为两地外贸型企业家
跨境电商学习和分享搭建

“桥梁”。
（沈思维 胡琼晓）

为跨境破局搭建交流平台
2018跨境电商卖家交流峰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首届
“浙江最美书店”名单“出
炉”——玉环翰米书店入
选“最美小书店”，书店店
长刘屏被评为“最美阅读
推广人”。

“玉环翰米书店”又称
“翰米童书馆”，成立于
2013年，坐落在楚门湖滨
路上，是一家主要针对
0至 12岁儿童的专业童书
馆，目前馆内藏书 8000余
册，其中80%是儿童绘本。

“0至 12岁是阅读启蒙
的最佳阶段，而绘本是启
发低幼儿走进阅读的‘点

金石’。”玉环翰米书店店
长刘屏说，书店经常积极
参加由市文广新局、市妇
联以及各乡镇 （街道） 组
织的亲子阅读讲座、公益
课堂等活动，引导儿童积
极参与阅读。

据了解，今年以来，
我市全力营造“全民阅
读”氛围，积极拓展“书
香玉环”建设参与覆盖
面，以玉环翰米书店为例
的社会力量正不断加入

“农家书屋”“阅空间·市
民大课堂”等活动推广。
（郑茜予 吴铭刘斌辉）

首届“浙江最美书店”名单公布
玉环翰米书店入选

本报讯 近日，我市
住房保障管理系统正式上
线运行。该系统不仅打破
原来部门间纸质资料重复
传递的旧模式，还进一步
明确审核责任，助推我市
住房保障“最多跑一次”
改革。

“公共租赁住房审核涉
及民政、国土、公安等多
个部门，以前都是工作人
员将申请人提交的资料整
理后，交至各个部门审
核，耗费时间长，效率较
低。”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负责人说。

住房保障管理系统启
用后，建立起网上联审平
台，街道 （乡镇） 将受

理、初审符合准入条件的
申请家庭信息录入住房保
障管理系统，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收到数据后，及时
提交至民政、公安、国土
等相关审核部门，各部门
通过共享数据对申请家庭
开展联合审核，实现“让
数据多跑路”。

此外，市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对申请资料进行

“大瘦身”，取消单身证
明、收入证明、土地审批
证明等各类证明资料，申
请人只需携带身份证、户
口簿和结婚证 （离婚证），
填写《玉环市公共租赁住
房申请表》，等待公示即
可。

下一步，市住房保障
服务中心将积极拓展“一
证办理”、常态化受理等功
能，有效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 （杨琳）

打破资料传递旧模式

住房保障管理系统上线

本报讯 楚门蒲田村新建了一座
消防模拟体验馆，馆内设有消防基
础知识了解、虚拟灭火体验、消防
逃生体验和高空缓降体验等设备，
村民可以在各种场景下，了解火灾
发生时该如何报警、灭火、逃生
等，为当地村民、企业更好地实况
模拟火灾场景，普及消防自救知识。

“ 一 拔 ， 二 握 ， 三 瞄 ， 四 扫
……”11月7日上午，在一台模拟灭
火器前，蒲田村党支部副书记蒋纪
云正在教村民进行体验。只见他拿
起装有感应器的电子灭火器，拔掉

保险插销后，对准屏幕“喷”去，
“火焰”上立马出现一片白色的“喷
雾”。意想不到的是，反复几次后，

“火焰”非但没变小，反而越来越
大。

“在现实生活中，灭火器如果使
用不当，并喷错了地方，不但灭不
了火，反而有可能加大火情。”随
后，蒋纪云重新选择灭火器，并对
准“着火”区域喷射，不到 10 秒

“火势”就逐渐变小，提示灭火成
功。

“很新奇，以前消防知识宣传都

是生硬的宣传资料，但是生活中碰
到险情，还是会手足无措。这样学
消防，生动有趣多了！”村民娄敏依
高兴地说道。

消防逃生是当天的另一个体验
项目。走进消防逃生模拟室，距离
地面约 1.2米处的“墙壁”上设有红
外线，白色的烟雾布满了整个过
道。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蒋纪云
立即将毛巾打湿分发给村民，并引
导村民全体弯腰有序逃离。

此外，村民们还体验了高空缓
降项目，并实地参观了消防知识学

习馆，“零距离”接触消防服、消防
帽、灭火水泵等一系列消防设备。

据了解，楚门蒲田村消防模拟
体验馆约 100多平方米，今年 7月份
正式启动建设，并在9月份完工，总
投资约20多万元。

“最开始，只是想让村民和辖区
内的新玉环人更好地认识消防、学
习消防，做到有备无患。但现在，
我们还会不定时地邀请全市的学
校、企业，包括邻村来我们这学习
体验消防。”蒋纪云说。

（林俐李辛 应军）

真实“互动”带你应对各种火灾

蒲田村新建消防模拟体验馆

潘瑶强潘瑶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