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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125届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 （广交会） 今日在广州开
幕，我市共 62家企业参展，拥有展
位 129个，产品主要涉及阀门卫浴、
餐厨用具、办公文具、玩具等，这
些“玉环制造”将在广交会上，面
向全球消费者进行“自我展示”。

已连续 10多年参展的浙江丰华
卫浴有限公司，今年为广交会筹备
了100多款产品。前段时间，公司检
测中心里是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
忙着对送往广州的产品进行抽样检
测。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广交
会，“丰华”还将新技术替代了传统
的电镀，并在款式设计、颜色上下
足功夫。

“此次我们共拿到 6 个品牌摊
位，近 54平方米，所以把拳头产品

和新研发的产品都带去参展。”“丰
华”总经理苏明烨介绍，其中最特
别的是今年新推的“魅力玫瑰金系
列”和易按键淋浴花洒，首次采用
环保的 PVD物理气相沉积技术，添
加了按键控水、恒温等功能，以高
性能+高颜值来“俘”获客商。

多年的参展经历，不仅让“丰
华”赢得了源源不断的全球订单，
同时也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去年

“丰华”出口总额达 1.2亿元，在同
行业普遍下滑的市场背景下，同比
增长10%。

苏明烨坦言，参加广交会一是
为了向新老客户推荐产品，二是希
望结识更多境外客商，抓住每个外
贸商机，以点带面渗透式开拓市场。

无独有偶，几天前，浙江苏尔

达洁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就召集手下
一干外贸业务员，在展厅内就地搞
了场“誓师大会”。会后，大伙斗志
昂扬，把准备出征广州的样本全部
拿了出来，在桌上逐一陈列，犹如
阵前阅兵。

展厅内，一款造型独特的抽拉
式厨房龙头格外吸睛，“苏尔达”总
经办技术副总李军介绍，这款龙头
在常规高弯设计上，增加了抽洗功
能，可以全方位、各角度的清洗厨
具，操作起来方便、实用，相信此
次参展会受到不少客商的青睐。

作为外贸型企业，“苏尔达”非
常重视广交会，10 多年来从未缺
席。“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寻找
新客户和稳定老客户，同时向同行

‘取经’，紧跟市场需求，适时调整

研发方向和销售策略。”李军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与往年的海量

策略有所不同，今年“苏尔达”只
带了 80余款产品，其中有面盆水龙
头、菜盆水龙头和淋浴柱等。李军
说，根据以往经验，产品的数量并
不占优势，客商更注重产品个性化
设计及公司的发展前景，所以只要
把代表性产品带上来即可。

据了解，广交会是国内层次最
高、规模最大、成交效果最好的综
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作为国内外贸
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也是我
市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本
届广交会于 4月 15日至 5月 5日分三
期举行，其中，一期我市 57家企业
参展；二期 2家企业参展；三期 3家
企业参展。 （张莺莺 刘斌辉）

第125届广交会今日开幕

我市62家企业赴盛会

本报讯 以提升本土行业整体
竞争力，推动促进优势产业、企
业、产品的转型升级为目标，市市
场监管局早谋划、早行动，今年伊
始便主动引导企业参与“浙江制
造”品牌建设，一季度新增“浙江
制造”认证企业2家，认证数居台州
首位。

为做到政企精准对接、“滴灌”
培育，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了涵盖100
多家企业的“品字标浙江制造”集

中培育库，通过走访调研名单库中
的“单打冠军”和“隐形冠军”企
业，了解企业“拳头”产品、较优
势产品、成长型产品，对符合条件
的“拳头”产品、“冠军”企业，直
接推动其开展“浙江制造”认证；
对列入培育行业的较优势产品、成
长型产品梯队，对照“浙江制造”
标准差距大小，逐个制定培育方案。

同时，借助市委、市政府推进
下基层、亲调研、送“三服务”活

动契机，在企业中推广“浙江制
造”的品牌理念，为蓬勃发展期的
转型企业送政策、搭路子；在“3 ·
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组织

“品字标”品牌体验系列活动，参观
“浙江制造”认证企业基地，零距离
体验当地龙头企业品牌文化，通过
宣传加深公众对“品字标”“浙江制
造”品牌理念的认知度。

据了解，一季度以来，我市共
立项公告了1项“浙江制造”团体标

准，召开了由浙江宏倍斯实业有限
公司主导起草的 《家用电热毛巾
架》等4场“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启
动会；1场由浙江沪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主导起草的《工业用缝纫机高
速平缝机一体式控制系统》团体标
准评审会；浙江双友物流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顺利通过“浙江制造”认证。

（邵丽芳）

我市一季度新增2家“浙江制造”认证企业

本报讯 4月 12日，芦浦镇
顺利通过专家审查，率先完成辖
区内“污水零直排”排查任务，
排查进度位居我市第一。

作为今年五水共治工作的
“一号工程”，芦浦镇大力推进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作，第
一时间抽调精干力量，成立工作
专班，制定作战表，倒排时序、
挂图作战，并多次召开工作部署
会，部署“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相关工作。

在排查过程中，该镇以村为
大单元、网格为小单元，充分发
挥驻村干部、村网格员等作用，
围绕重点整治“八大污染源”，
全面查清辖区和系统内所有排污
单位、区块情况。同时，委托第
三方进行全方位科学排查，建立
问题清单，制定相应的整改方
案。

与此同时，该镇积极开展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宣传工
作，依托微信平台、宣传横幅、
自行车橱窗、道旗等形式，全覆
盖宣传建设工作。组织志愿者、
网格员入户发放倡议书、宣传手
册，号召全民共建“污水零直排
区”。

积极的态度迎来喜人的成
绩。截至目前，芦浦镇累计完成
详查区域面积 0.716平方公里排
查任务，完成入户排查 1820
户，公建单位排查 12个，六小
行业排查 57家，工业企业排查
64家；完成雨水管道检测 22400
米，污水管道检测18930米。

“下阶段，我镇将继续强化
争先意识，拉高工作标杆，积极
担当作为，扎实推进‘污水零直
排’各项工作，计划于今年内打
通辖区排水经络体系，全面建成

‘污水零直排区’。”芦浦镇“五
水”办主任蔡春月说道。

据了解，我市“污水零直排
区”排查工作正在全力推进，目
前已完成详查区域面积 16.37平
方公里，完成污水管网详查 347.19公里，完成雨水管网详
查 385.31公里，生活小区类排查 22768户，工业企业类排
查 496家，其他类排查 1280家。其中，干江、清港、沙门
已进入排查扫尾阶段。 （王敬 林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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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在高昂激越的国歌
声中，8名学生代表身着迷彩服，
头戴迷彩帽，庄严郑重地从教官
手中接过连队队旗。4月 11日下
午，清港中心小学300多名三年级
学生齐聚校园小剧场，参加第五
期少年军校的成立仪式。

清港中心小学少年军校于
1993年10月创办，至1996年共办
学四期，是该校的一张名片，曾
得到时任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亲
笔题写“玉环县清港少年军校”。

为增强国防教育，促进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清港中心小学决
定重新举办少年军校，以构建少
年军校为载体的新型德育模式。

少年军校为期 10周，每周安
排一节拓展训练、安全防范、革
命教育等课程。从思想上，对学
生进行纪律和行为规范教育，个
人基本道德品质教育等；在体魄
上，对学生进行站军姿、练蹲
姿、练队列等训练。

此外，少年军校还将开展
“七个一”国防教育系列活动，组
织学生读一本国防题材书籍、看
一部国防教育影视片、画一幅

“我心中的国防”图画、过一天
“军营一日”生活、参观一次国防
教育基地、做一件爱国拥军好
事、写一篇国防教育心得体会，
使少年军校的活动“走课堂、入
书本、延伸到课外”。

作为第五期少年军校的学
员，叶胤哲告诉记者：“我将用心
去感受军人的爱国之情，并见之
于行，在今后的学习实践中，互
相帮助、团结友爱、关心集体。”

“我们将帮助孩子们树立远大
的理想，锻炼强健的体魄，形成
健康的心理，为他们的成功人生
奠定坚实基础。”清港中心小学副
校长汪士聪说。

（林俐 王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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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龙溪镇塘厂村的果园里，一颗颗紫红的桑果带着初春的香甜缀满枝头，吸引着各
地游客前来亲子采摘游，体验着桑园农耕文化的乐趣。 詹智摄

本报讯 4月 11日，坎门街道人大工委
组织市人大代表,对坎门沿海景观道路建设进
行实地视察。

根据设计部门制定的沿海景观道路线型
设计方案，代表们来到红旗、灯塔、后沙等
相关节点实地踏看，对照图纸，仔细比对现
场情况，对可能的线路进行讨论分析比较，
为道路建设探寻最优线型方案。

在随后的座谈会上，结合现场视察情况
及专家介绍，代表们热烈讨论、踊跃发言，

根据不同道路线型的线路长短、拆迁量、文
物保护、施工难度、建设费用等方面的优缺
点进行充分比较，提出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建
议。

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立表示，讨论
中，代表们的意见比较统一，希望城投集团
与设计单位吸纳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方
案，尽快上报审批。街道城建办要主动对接
衔接，抓紧做好前期工作，推动沿海景观道
路早日开工建设。 （潘瑶强）

坎门：

人大代表视察沿海景观道路建设

本报讯 近日，市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沙门中队
开展错时执法时，在辖区
范围内一举查获 11辆跨区
域偷运乱倒建筑垃圾的工
程车。

当日 13时 12分，沙门
中队执法队员对滨港工业
园区开展日常巡查时，发
现一列装满淤泥的工程车
队浩浩荡荡开过。

“附近没有指定的消纳
场，工程车要将淤泥往哪
儿运？”带着疑问，执法队
员一路跟随车队前往调
查。车队行驶到滨港工业
城堤坝旁的空地上，眼前
的一幕令人触目惊心，十
几辆工程车正在倾倒淤
泥，而倾倒在此的淤泥已
经堆成了“小山”。

在 证 据 确 凿 的 情 况
下，执法队员立刻下车执
法。经进一步询问得知，

倾倒淤泥的车队来自温岭
一建筑工地，由4家清运公
司负责运输。这4家清运公
司未办理跨区域建筑垃圾
处置手续，属于跨区域乱
倒建筑垃圾。

根据 《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
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
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
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并对单位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200元以下罚款。

执法队员当即联系沙
门交警工作站工作人员，
对乱倒建筑垃圾的 11辆车
的行驶证和驾驶证进行暂
扣。目前，案件还在进一
步调查中。

（王敬 曹盼盼 陈芳芳）

来玉环倾倒建筑垃圾
温岭一工程车队被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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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 2013年 9月 18日

由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1021640112046，于2019
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玉环县楚门新主流服装店

遗失 2016年6月16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3310210112381，
于2019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玉环阿芳早餐店

遗失 2013年1月6日由玉

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1021MA2G4WNX0P，
于2019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玉环润发旧货零售商行

遗失 2017年2月14日由

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

号：JY23310210141867，于
2019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玉环孟哥餐饮店

遗失 2016年11月18日
由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1021620190275，于2019
年4月15日声明作废。

玉环孟哥餐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