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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驷开展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大检查

整治隐患 加强执法
本报讯 （记者刘思妤 通讯员

蒋森）近日，贵驷街道组织安监所、
消防、派出所等，分6个小组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做好今冬
明春安全生产工作。

每个小组分别由两名街道领导

带队，深入到辖区内拆迁地块、建
筑工地、学校、幼儿园、敬老院、
重点企业、油气管线、群租房等，
重点检查安全设施是否到位，电线
管网安装是否规范，消防器材是否

完好、齐备，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
截至目前，已检查拆迁地块5个，

建筑工地2个，重点企业5家，学校1
家，幼儿园3家，群租房3处，敬老院1

家，农场2家。从各个小组检查的情况

来看，街道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良
好，无重大安全隐患，已排查出一般
安全隐患39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隐
患，安监所均以书面形式逐条反馈，
督促被检查单位按照“五落实”要求

立即整改。现场，安全专家就整改措
施进行详细指导。

下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行动，做到“检查全面覆
盖”；迅速开展拉网式的安全生产和

消防安全大检查，做到“隐患全面
整治”；切实加强重点部位、重点行
业领域的安全隐患专项治理，做到

“执法全面加强”。

日前，宁波港公
安局镇海港区派出所
多次组织警力，对宁
波港区、镇海港区码
头内的大型仓库、集
体宿舍，及周边的出
租房屋进行治安消防
检查。

（记者顾圆圆
通讯员石璐瑶 摄）

寻找镇海“美丽工厂”活动落幕

3企获“最美”称号
本报讯 （记者胡谷怀 通讯员

虞春娜） 近日，由区工商联 （总商
会） 和镇海电视台联合开展的寻找
镇海“美丽工厂”活动圆满落幕。
经过线上线下综合评选，宁波埃美
柯铜阀门有限公司、宁波杜亚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家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荣获“最美工厂”称号。

4月起，区工商联联合镇海电视
台开展寻找镇海“美丽工厂”活动，
通过发现最美工厂、宣传最美工厂，

让更多市民了解“镇海制造”。该活
动历时半年多，通过组织15家参评
企业进行拍摄，视频、图文经电视
台制作，在电视台“正在看”“宁
波市镇海区工商业联合会”两个微

信公众号中同步推送、展播，并组
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最终综合

评分排名前3名的企业获得“最美工

厂”称号，另10家企业根据申报类
别分别授予“人文美工厂”“创新
美工厂”称号。荣获“人文美工厂”
称号的为中鑫毛纺、中意液压、海
达塑机、华日轴承、招宝磁业，荣

获“创新美工厂”称号的为野马电
池、艾科电子、甬友电子、新福钛
白粉、天衡制药。

“工厂是我国工业企业的最基层
单位。”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寻找美丽
工厂，发现最美工厂、宣传最美工
厂，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镇海制
造’，鼓励和引导非公企业增强创新
能力、提高经济效益、减少资源消

耗、注重安全生产、建设优美环境，
成为‘美丽镇海’的践行者。”

消防检查

镇海区“三领”企业培育名单公示
为加快实施企业梯队培育“三领”工程，根据《关于镇海区推进“中

国制造2025”专项政策意见》 （镇政发 〔2017〕 53号） 和 《镇海区工业

梯队企业培育管理办法》 （镇经信 〔2017〕 179号） 文件精神，经过企业

自愿申报，镇、街道推荐，区经信局初审，专家评审，并递交区政府常务

会议审议，拟确定46家镇海区“三领”企业培育名单。现将具体名单向

社会公示，如有不同意见需要反映的，请于 2017年12月13日前以书面形

式将反映的情况寄（送）到镇海区经信局经济运行科。单位反映情况要加

盖公章，个人反映情况要签署真实姓名，并需留下真实的联系电话、地

址。

来信请寄：镇海区经信局经济运行科

地 址：镇海区民和路569号D1-517 邮 编：315202

联系电话：86276653 传 真：86276698

镇海区经信局

2017年12月7日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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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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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埃美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金丰（中国） 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达尔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野马电池有限公司

宁波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属镇、街道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九龙湖镇

蛟川街道

澥浦镇

2017年镇海区领军企业（行业小巨人企业）培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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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镇海区领跑企业（高成长企业）培育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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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镇海区领头企业（大企业）培育名单
宁波连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海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中意液压马达有限公司

宁波新容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红杉高新板业有限公司

华美线业有限公司

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招宝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翼石化重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新宏液压有限公司

宁波世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令通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澥浦镇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庄市街道

骆驼街道

招宝山街道

蛟川街道

澥浦镇

骆驼街道

澥浦镇

宁波中江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灏钻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爱立德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瑞格钢铁制品（宁波） 有限公司

宁波固安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诚邦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鑫海爱多汽车雨刷制造有限公司

北方工具设备(宁波)有限公司

马尔科液压升降平台（宁波）有限公司

福机机械工业（宁波） 有限公司

宁波创世轴业有限公司

九龙湖镇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庄市街道

蛟川街道

蛟川街道

庄市街道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宁波理想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昌亚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夏厦齿轮有限公司

宁波金鑫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宁波昌扬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锴立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银球小型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天业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汉博贵金属合金有限公司

宁波甬友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正度传动电器有限公司

庄市街道

蛟川街道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

蛟川街道

蛟川街道

九龙湖镇

蛟川街道

九龙湖镇

骆驼街道

镇海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审核结果公示
申报项目
公示期限 公示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镇金办[2017]20号

镇区委[2017]36号
关于做好2017年度镇海区企业新三板挂牌奖励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

关于印发关于促进镇海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鼓励企业多层次融资。鼓励企业上市。企业境内上市申报受理奖励400万元，首发上市后再奖励800万元，境外首发上市且募资2亿元以上的，给予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奖励，已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本区一次性奖

励1500万元。对在新三板成功挂牌的企业给予100万元的奖励。对在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企业通过直接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的，按融资额的1%给予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
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累计最高奖励100万元。对证券公司限售股交易给予一定奖励。区内上市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股权激励限售股参照上述限售股政策给予奖励。区内企业多层次融资获得的奖励累计不超过
1200万元。

2017年新三板挂牌奖励资

政策条款

申报通知
政策文件

序
号

1

2

3

对象
类型

企业

企业

企业

奖励依据（元）
挂牌函，发文时间 :2017年4月19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同意挂牌函 （股转系统函[2017]2168号），2017
年7月21日在新三板正式挂牌，西南证券30万、开源证券45万、永拓会计师事务所58万、炜衡律师事务所20万
挂牌函，发文时间 :2017年7月25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同意挂牌函 （股转系统函[2017]4452号），2017
年9月5日正式挂牌，招商证券60万、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19万、大成律师事务所22.5万
挂牌函，发文时间 :2017年9月28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同意挂牌函 （股转系统[2017]5837号），2017年

10月31日正式挂牌，申万宏源50万、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15万、致同会计师事务所50万

奖励金额（元）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3,000,000

备注

超上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16年9月由江东迁入。

超上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审核情况

合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上述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区金融办或区财政局提出。单位提出异议的，须加盖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须署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为保证异议处理的客观、公正、公平，匿名异议

不予受理。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的，上述项目资金将在公示截至期后十个工作日内下达。

联系人、联系电话：陈璐（86296112）

镇海区金融办
镇海区财政局

2017年12月7日

实际金额（元）

92,300

1,000,000

193,000

1,285,300

申报对象名称

宁波烟雨江南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绮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友联盛业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两座垃圾分类居民教育基地启用
让市民“在玩中学，在玩中悟”

本报讯 （记者王喆 马旭峰
通讯员吴月皓） “垃圾分类有四
类，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今后我们
在这里可以手动改造一些可回收
垃圾，让他们变废为宝。”昨日，

在招宝山街道金桂花苑小区的垃
圾分类居民教育基地内，讲解员
向前来参观的居民详细地讲解着
垃圾分类的知识，并呼吁居民在
生活中进行垃圾分类。

为进一步推广垃圾分类知识，
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镇海区
分类办引入的第三方宁波亚太酒
店物业管理公司和宁波恒丰志达
公司，在招宝山街道金桂花苑小

区和后大社区世博之家内分别建
立两个宣教基地，并于日前正式
投入使用。

变废为宝和循环利用是基地
的亮点。清晰明了的知识板、变

废为宝的手工改造区域、多种形
式的知识互动工具，展示内容集
知识性、趣味性及互动性于一体，
通过寓教于乐的互动体验，提倡
市民“在玩中学，在玩中悟”，让

参观者在互动体验中进一步深化

理解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截至目前，两个教育基地均

已分批接待包括象山县分类办在

内的三家单位和60余名居民代表，

并得到了参观者的一致好评。

图为居民在金桂花苑基地参观。

技术加持 资金支持 资源共享

多点发力打造优质农产品品牌
记者邓建雄 施俊杰
通讯员吴东鑫

正是柑橘飘香的季节，九龙湖
镇西河村汇民农业基地的大棚里，
一串串黄澄澄的“红美人”挂满了

枝头，在绿叶掩映下熠熠生辉。
“红美人”是近年来我区栽培推

广的杂柑优良品种，因其果皮橙红，
外观光滑鲜亮，故而得名，和其他柑
橘相比，“红美人”具有皮薄易剥、水

分足、口感好且成熟期早等特点。据
汇民农业基地负责人刘仁华介绍，
该品种今年首次在镇海试种成功，
亩产约为500公斤，预计两三年后
亩产可达2500—3000公斤。

刘仁华说，刚引进“红美人”

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没有太大把

握，担心口感和风味达不到标准，
现在看到“红美人”成功挂果，自
己的投入有了回报，他很欣慰。

刘仁华先前从事农药化肥的批
发销售，从2012年起，他开始承包

土地，积极从国外引进不同的水果
品种，成了一名种植农户。第一年，
他投资80万元从国外引进无土草
莓种植的设备，结果因为技术和条
件达不到要求，没有达到预期产出。

但他没有放弃，仍然在不断地摸索
规律，总结经验。“冰激凌西瓜”“红
美人”…… 一次次尝试的背后，是
他从商积累的资本作为支撑。“种植
投资有很大的风险，万一失败很有

可能血本无归。”刘仁华说。

“传统的种植农户一方面由于

资金和技术的限制，无法达到规模
化经营，另一方面单纯以市场为导
向，导致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竞
争优势，这些都不利于我区农产品
品牌化建设，以工业反哺农业，用

实体经济支撑农业生产将是我们下
一步的工作方向。”区农技协会会
长陈利华说。

在澥浦镇岚山村家圆农场的大
棚里，水果番茄结出了果实，预计

明年1月上市。水果番茄需要反季
节种植，难度较大，且抗病性弱，
温度达到5℃以下，番茄就会停止
生长，15℃到25℃最为适宜，所以
温室大棚的建造必不可少，这也在

无形中增加了农户的种植成本。农

场负责人陈善忠说，镇海农村商业

银行提供的30万元贷款为他解决了
后顾之忧。“化肥、种子、设备的
购入这些都需要资金投入，这笔贷
款为我解了燃眉之急。”陈善忠说。

近期，在区农技协会的牵头

下，我区成立了蔬菜、水稻、瓜果
等专业种植互助小组，集合不同农
产品种植领域的大户、专家、带头
人，以集约化发展为目标，以不打
内部价格战，有技术互通、有资源

共享为宗旨，让每个农户都找到自
己擅长种植的农产品品种，将自己
的优势扩大。

“我们将整合资源，投入各方力
量，大家齐心协力，为打造镇海农产

品优质品牌而努力。”陈利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