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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括苍山8海上
船舶检验证书簿，编
号 ：201831670161，声
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路桥
大地公铁物流有限公
司合同专用章一枚，号
码：3310040180821，声
明作废。

遗失台州信吉担
保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码：3310210144295，
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路桥
区新桥镇五洲堂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450008924001，开 户
银行：台州银行路桥新
桥 支 行 ，开 户 账 号 ：
530003338700015， 开
户日期：2013 年 11 月
21 日，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虹信机
械制造厂公章一枚，公
章 编 号 ：
3310210104734，声 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南城街道义新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登记证副
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N2331003MF2714749
K，有效期限：自 2019
年12月10日至2029年
12月9日，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黄岩
区头陀镇上垟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银行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450001170705，开 户
银行：浙江台州黄岩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头陀支行溪头分
理 处 ，开 户 账 号 ：
1110020701201000016
692，开户日期：1995年
1月1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台州市黄岩亨泰

车架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003329959583N）
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
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由壹佰万减至贰拾万，
请相关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提出申请要求清偿
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特此公告。

台州市黄岩亨泰
车架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

生父母公告
2015

年 1 月 11
日 在 路 桥
区 路 桥 街
道 章 杨 村
之江宾馆门口拾到弃
婴（女），该弃婴 2014
年 12 月 9 日出生。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之
内，请弃婴的生父母
到路桥区名门嘉苑 2
幢 2 单元 1002 室尹晓
臻家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
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民政局
2021年1月14日

关于查找弃婴（儿童）
生父母公告
某 女

孩，2016年
2 月 13 日
出生，2016
年 3 月 16
日晚上发现被遗弃在
临海市白水洋镇青山

庄 村 其 后 山, 被 捡 拾

时身上包着一条红色

的毛毯，旁边放着半

袋奶粉和 68 元钱，衣

服里还有一张红纸，

写 着“2016 年 2 月 13

日 ”。 请 该 弃 婴（儿

童）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与临海市民政局

联系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视为查找不到

生 父 母 的 弃 婴（儿

童 ）。 联 系 电 话 ：

85280156

临海市民政局
2021年1月 14日

椒江区安康路858号，即椒江区疾控中心南侧（赞扬股份经
济合作社办公用房），用地 4.02亩，建筑面积 3968.29m2，标底价
月21元/m2;征得同意后允许转租，办公用房租期:共十年（装修期
四个月，不计入租期）。

报名日期:2021年1月22日至1月23日,每天上午9:00-11:00,
下午2:30-5:00,2021年1月23日下午5时报名截止。

报名地点:赞扬股份经济合作社办公室
联系人电话:周先生13058867032、李先生13806586862

赞扬（椒江区疾控中心南侧）办公用房租赁

留在台州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章雪瑶 通讯员叶
丽琴）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减
少人员流动、确保企业能够在春节
后顺利开工，三门县政府和当地企
业陆续推出“过年红包”“年货大礼
包”等激励政策及活动，用“心”留住
异乡员工在三门过个好年。

来自安徽的张超志是西格迈股
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车间操作工，在
该公司工作的五年间，每年他都会
回老家过年，从未间断。然而，当前
的疫情形势和公司用心、用情的留
人举措，让他改变了主意。

“弟弟准备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结婚，我也提早收拾了东西，等着公
司放假马上回去。考虑到疫情因素，
弟弟决定延期举办婚礼，而且公司
也给我们准备了丰厚的‘大礼包’，
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留下来过
年。”张超志说。

据了解，“西格迈”共有员工
1800 多人，其中外来职工就有 700
多人。今年为了留这些外来员工在
三门过年，公司拿出200多万元为每
位选择留下的员工准备了带薪休
假、双倍工资、500元过年红包、年货

大礼包等福利。
“目前有500多名外来员工响应

了我们的号召，决定留下来过年。对
于那些确实想要回家的员工，我们
也是每天在工作群里发送疫情防控
的相关文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
个人防疫措施，确保安全，平安归
来。”该公司行政人事总监潘明剑告
诉记者。

为鼓励非台州籍员工留在三门
过年，该县出台了“新春红包”补助措
施，以留在三门过年的外来员工人数
计算，亩均绩效综合评价B类及以上

的规上制造企业补助380元/人，亩均
绩效综合评价B类及以上的规下制
造企业、规上（限上）服务业企业、一
级及以上建筑业企业、市级及以上农
业龙头企业补助280元/人。

同时，该县总工会也计划组织
开展以“爱在三门、一起过年”为主
题的送温暖活动，“我们将通过实地
走访对外来员工开展帮扶慰问，还
准备了观影券、旅游门票、理发券等
过年礼物，让他们在当地也能感受
到如家般的温暖。”三门县总工会挂
职副主席任清华说。

出台“新春红包”补助措施

三门：用心用礼留人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李寒阳 通讯员黄
芯）1月13日，“‘邮’爱守护 传递温
暖”关怀项目启动仪式在椒江葭沚
邮政网点举行。

近日，市委、市政府结合台州疫
情防控工作，为保障企业用工，特开
展外来人员“我在台州过大年”活
动。在此背景下，台州市邮政管理局

联合全市各级邮政分公司和行业内
平台单位，组织了以“‘邮’爱守护
传递温暖”为主题的骑手关爱计划。

“我们将在全市邮政 103 个金
融网点建立‘温暖驿站’，骑手们可
在驿站歇歇脚，给手机、车辆充充
电，还可以领取我们专门为其准备
的‘九个一’权益礼包。”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张峰说。

“九个一”权益礼包包含免费意
外保险、业务积分、防疫礼包、财富
线上讲座等九项福利。其中，最大的
福利当属台州邮政为全市骑手赠送
的10000份最高保障50万元的中邮
意外险，共计价值200万元。

在103个温暖驿站中，还配备了便
民百宝箱、骑士工具箱、健康医疗箱，为
骑手们的安全出行提供支持。此外，骑
手们还可享有免费金融知识理财讲
座、预约转账等金融优先等专属服务。

已在台州生活了 19 年的四川
快递小哥肖坤财表示，他将响应号
召，留在台州过年。

赠送1万份最高保障50万元中邮意外险

台州邮政：搭建温暖驿站，让骑手留台过年

1月13日上午，位于温岭市城南镇的金美奥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柯妙增给在温过年的25名员工发放红包、大米和油等物品。这是该公司为留
在台州过年的员工准备的福利，有利于缓解春节后招工难题。

本报记者孙金标 本报通讯员方媛媛摄

留员工过年留员工过年 企业发福利企业发福利

本报讯（通讯员金依橙）“我
决定了，今年不回老家，就留在天
台，陪你一起过年吧。”1 月 13 日，
天台县南屏乡敏寮村的陈见明坐
在同村汤大娘的院子里，讨论着
过年安排。

今年国内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
例甚至局部聚集性疫情，南屏乡党委
政府第一时间发出《这一次请你留下
过年》的倡议书，呼吁在乡的流动人
口、外省务工人员留在南屏过年。

陈见明来自贵州，到南屏已经
有三个年头，本想今年早早回家与
家人团聚，看到最近的防疫形势后，
决定留在南屏过年。

作为山区乡镇，村里许多青
年人都在外务工、经商，在家的多

是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汤大娘
就是其中之一，儿子、媳妇在上海
务工，今年春节已经确定不回天
台过年了。陈见明与汤大娘就住
前后屋，邻里间平日就亲近，得知
这一消息，便主动提出今年春节
与她一起过。

南屏乡党员干部、广大乡贤等
热心人士得知这一倡议，纷纷提出
要为留在南屏过年的流动人口送上

“新年礼物”，包括民宿农家乐春节
消费券、景区免费门票、新年红包、
健康体检等。春节临近，党员志愿
者、巾帼志愿者还将摸排在乡的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家属返乡情况，
争取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让村
民们都能过个祥和的春节。

南屏：“新老”乡亲
一起过年

本报讯（通讯员王 敬 记者曹思
思）连日来，在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古
城山头的一片树林里，工人们用电
锯、斧头采伐一株株枯死的松树，留
下不到1厘米的树桩。受松材线虫病
影响，今年大麦屿枯死松树采伐量为
4485亩，目前已完成1/3。

据了解，松材线虫病是由松材线
虫引起的一种森林病害，属外来入侵物
种，已被我国列入对内、对外的森林植
物检疫对象，我市为疫区之一。松材线
虫的传播主要依赖媒介昆虫，松墨天牛
被认为是松材线虫的主要传播媒介。

“携带松材线虫的天牛成虫在咬
食松树皮时，线虫幼虫从伤口侵入健
康松树，并在树脂道进行大量繁殖。
松树感染线虫后，生长衰弱或死亡，
又成为天牛的产卵对象。第二年又重

复，导致病害扩散蔓延，所以我们要
抢抓管护黄金时期，为他们治病。”玉
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病虫防
治检疫站站长谢榕介绍。

今年，玉环计划除治被松材线虫
病入侵树林面积近5万亩，采伐后的
枯树、病树将统一无害化粉碎处理，
并进行深加工。目前，该市已落实闭
环管理工作机制，确保病枯死木全
面、及时、彻底除治。同时严密监测疫
情，充分发挥森林消防员、护林员作
用，细化和落实山场巡查、疫情报告
等工作任务，推动监测工作网格化、
日常化、实时化。

“本月下旬，我们还将对健康的
松树注射松材免疫剂，有效控制疫点
数量，尽快实现松材线虫病防控形势
好转。”谢榕说。

为5万亩松树“治病”

玉环启动松材线虫病
防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何 赛）近日，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关于 2020年全国法
院司法大数据专题研究完成情况的
通报》，并公布了获奖名单，温岭市人
民法院再度荣获全国法院“数助决
策”系统及专题研究示范应用三等
奖。据悉，温岭法院系全省唯一一家
连续两年在全国法院“数助决策”工
作中获奖的基层法院。

2019 年，温岭法院被确定为全
国首批“数助决策”试点单位后，积极
探索司法大数据在提升法院现代化
管理水平、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等
方面的融合应用。同年12月，温岭法
院荣获全国法院首届“数助决策”试
点工作三等奖。

在试点工作基础上，该法院继续
深化完善司法大数据的应用研究，于
去年4月再次被确定为2020年度“数
助决策”专题研究示范应用法院。同
年9月，温岭法院正式与中国司法大
数据研究院达成咨询服务协议，联合
开展“浙江省涉营商环境行政纠纷”
数据研究。在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统
计分析报表等数据成果基础上，温岭
法院进一步梳理总结，历时多月，联
合形成《浙江省涉营商环境行政案件
分析报告》。

经 最 高 院 严 格 评 审 ，又 喜 获
2020年全国法院“数助决策”系统及
专题研究示范应用三等奖，浙江仅有
四家基层法院获奖。

温岭法院“数助决策”
再获全国大奖

1月13日，台州南部湾区引水工程清水输配水干管建设现场，工人们正
在火热施工中。该工程为台州南部湾区引水工程最后一个关键节点，全长
19.8公里，届时将彻底解决海岛玉环缺水难题。

本报通讯员黄建军 王佩芬摄

抓紧施工攻克节点

1月12日，阳光和煦，天台石梁飞瀑却呈现着“冰瀑”奇观，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游玩。受前期强冷空气影响，石梁飞瀑在持续低温下形成冰冻状态。
得益于石梁镇加强通景道路维护和路政除冰除雪工作，使“冰瀑”亮相成为
可能。据统计，自元旦以来，“冰瀑”奇观每天吸引游客 2000 余人，成了最新
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崔旭川摄

石梁“冰瀑”新晋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通讯员徐 侃）1月 11日
上午，一台国大平板车把一台庞然大
物运进了35千伏莪园变电所，国网天
台县供电公司多地主变系统性调换
工作由此揭开序幕。据悉，在天台县
35千伏城西变退出运行后，国网天台
县供电公司有关部门集思广益，精心
策划，通过调换利用城西变退役下来
的两台主变，盘活三座变电站。

天台 35 千伏莪园变于 2003 年

投入运行，由于当地的莪园工业园
区 用 电 负 荷 日 益 增 长 ，原 来 两 台
12.5兆伏安容量的主变已经无法满
足需求，而城西变退役的两台主变
容量共计 36 兆伏安，基本能够满足
莪园变供电要求，于是被搬运到莪
园变。

35 千伏白鹤变于 1985 年投运，
原 来 只 有 两 台 5 兆 伏 安 的 主 变 。
2010 年，这两台主变由于供电能力

不足，与 35千伏城东变两台 10兆伏
安的主变进行了调换，但随着当地
经济的发展，这两台主变也已无法
满足当地需求。被换下来的两台莪
园变主变则来到这里，替换之后继
续“服役”。

白鹤的两台主变则去了街头变。
35千伏街头变是 1988年投运的，原
来只有两台 5兆伏安的主变，2007年
更换了 1号主变，由原来的 5兆伏安

更换为6.3兆伏安，随着高速、高铁施
工的开展，当地用电需求持续加强，
此次调整能够为当地各项目的施工
提供保障。

通过这一系列的主变调换，盘活
了三座原来已经无法满足供需要求
的变电站，大大提高了天台电网的供
电能力。接下来，该公司将继续对各
地闲置或沉睡资源进行挖掘利用，促
进提质增效。

国网天台县供电公司——

闲置资源再利用 盘活三座变电站

（上接第一版）目前，该市已有 120多
家水暖阀门企业参与平台合作，平台
实现订单交易额超 5.8亿元，为台州
其他县（市、区）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
供玉环样本。

在聚焦省定十大“牵一发动全
身”改革项目上，市委改革办综合运
用“调研式”督察、“解剖式”会商、“通
报式”亮晒、“条目式”评估。一年来，
我市率先在全省推行“六审合一”、

“未来社区”试点总数全省第一、推动
开发区（园区）整合提升并形成“2+
11”平台体系、防汛防台协同应用在
省政府专题会议上推广、闲置农房盘
活利用改革模式获农业农村部推广、
出台人才新政2.0版并打造人才创新

创业服务综合体、9个县级矛调中心
全部设置到位、建成主城区“12分钟”
急救圈。

“这是全省改革的主赛场，我们
都是改革赛场上的运动员，比赛成绩
是省对市县改革考评的重要评价内
容。我市坚持精心部署、精准把脉、精
细推进，省定项目正有条不紊地落地
落细，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市委改
革办负责人说。

紧盯民生改善

变“政府被动受理”为“系统主动
发现”。2020年，三门县针对扶贫帮困
中存在的救助资源分散、主动发现

难、精准识别难、长效帮扶难等突出
问题，创新推行“助共体”改革。该模
式整合了公安、建设、卫健、医保等19
个部门36类数据，变“群众来回跑”为

“部门协同办”，真正实现困难群众
“求助一站式、救助一揽子、受益一家
子”。目前，帮扶范围已覆盖全县10个
乡镇（街道），逾1万人次。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高效能治理，构筑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新格局。市委改革办建立市县改革项
目联动推进机制，各级各部门围绕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持续在就业、
教育、医疗、社保、养老、食品安全、生
态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发力，取得
了一批改革成果。同时，深入推进市

区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应放尽放、就
近办事”原则，推进市级部门下放745
项行政审批（管理）事项，176个行政
审批（管理）事项实现跨椒江区、台州
湾新区通办。

民生所盼便是改革所向。为增强
群众的改革获得感，各级各部门制定
了《台州市区供水一体化整合操作方
案》，实现台州市区供水一体化管护；
打造市区医疗卫生高地建设，深化医
共体和城市医联体建设，市一医院、
浙东医院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党建
引领网格治理、城市基层红色物业、

“助共体”建设、用工无忧保险改革、
妇联系统综合改革等一批改革举措
在全省领先推进。

为“两战两赢”提供改革保障

（上接第一版）
县金融办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已构建起层次合理的金字塔形后备
梯队，目前，拟上市企业库已精选 16
家，后备培育企业库入选了44家。

为推进企业股改上市，天台为企
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有力的
扶持资金。该县加大企业在股改、募
投项目、上市融资、并购重组、人才引
进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县财政奖励不
设限额，有多少奖多少。

“奥锐特”单是在规范化股改及
辅导报会过程中，就享受到政策红利
2000 多万元。上市既能享受减负政
策，又能实现裂变发展，企业的热情

进一步迸发。

服务上市“通堵点”

不久前，天台县领导带队来到浙
江大自然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开
展“三服务”活动。围绕企业提出的生
产经营、市场拓展等方面遇到的困境
和制约瓶颈，服务团队现场办公，为
企业排忧解难。就在去年底，该公司
顺利过会。

这只是该县推动企业通过上市
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的一个缩影。

天台建立健全由县党政主要领
导担任组长的上市工作领导小组，

县四套班子领导联系包抓上市、拟
上市企业，整合 46个涉企部门资源，
建立直通服务平台，盯牢股改、辅
导、报会等关键节点，重点梳理企业
历史遗留问题、募投项目用地、审批
等难点问题，“上门会诊”“难题会
商”“集中交办”，确保各类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

通堵点，破难点。该县聚焦上市、
拟上市企业，发挥上市政务服务队、
投融资互助队等作用，针对企业提出
的政策扶持、产业配套等方面的各种
发展需求，逐一认领，通堵破难，做到

“围墙内的事帮办到底，围墙外的事
包办到位”。

在实践中，天台找到了一条让企
业上市轻装上阵的路径。近3年，该县
已累计协调解决拟上市企业困难问
题102个。

该县创新“一企一策、一事一议”
机制，细化企业上市“全周期”服务，
按期督查通报问题解决情况，帮助破
解上市公司“二次创业”中涉及用地、
产证办理、环境整治、经费与政策支
持等29个疑难问题，增强了上市公司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优化流程，提速服务。该县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上市、拟上市
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优先保障要
素、优先审批项目、优先破解难题。

服务上市“加速跑”。天台正以加
倍努力，迎来企业上市“接二连三”的
新气象。

天台：唱响企业上市“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