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1日晚，微信朋友圈的一则
信息引起网友强烈声讨：一辆衢州
牌照的车辆驶入市体育中心绿茵
场，并在草坪上碾压出一道道醒目
的“伤痕”。

记者当即联系上市体育中心运
营单位珠江文体总经理谭琪，他说：

“我们已查过监控。监控显示，当晚8
时54分左右，一辆车牌为浙H687**的
车辆驶入市体育中心足球训练场，并在
草坪上多次转圈，约5分钟后从R2出
口驶出。车辆出入口都在三清山大
道，估计他也是从这里开进来的。”经
珠江文体施工方现场勘验，该车辆从
草坪边缘开到草坪中间约有12米，留
下6道圆形车辙，直径约为12米。

根据 2018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
《衢州市城市绿化条例》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有破坏草坪等城市
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违反规定
的，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民事责任。
6月 22日，记者获悉，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智慧新城分局高铁新城中
队执法队员已赶赴现场勘查。后记
者又联系了智慧新城管委会，工作
人员相告，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让人心痛了！”“太不应该了！”一
些网友对车辆闯入公共绿地，让草坪

“伤痕累累”，纷纷表达强烈不满。有
网友表示，在公共绿地如此撒野，已经
不是第一次发生了。2018年5月1日，
李某某为寻求刺激，酒后驾车进入西
区大草坪（即智慧新城草坪公园）并
肆意行驶，造成较大面积的绿化草地
毁坏。之后，柯城区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和危险驾驶罪，对
西区大草坪损毁案被告人李某某提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市体育中心位于智慧新城，是
我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城市那么
美，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呵护，衢州
的“有礼”形象，不能容许无礼撒野
的行为来损害。有关该事件的处置
情况，本报记者将继续跟踪报道。

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34℃，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6℃。森林火

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本报讯（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黄小羽 谭艺程） 6月21日，杭金衢改
扩建二期项目再传捷报，新增龙游港
互通A、D、E匝道路面罩面施工顺利完
成。至此，该项目新增婺城、龙游港、
衢江、柯城四个互通比原计划提前半
个月完工，项目主线基本建成。

杭金衢改扩建二期是浙江省“大
通道”建设重点推进项目，项目建成
后，浙江将拥有首条贯穿全省的双向

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项目新增婺
城、龙游港、衢江、柯城4处互通及连接
线，进一步优化了区域路网结构，促进
地方经济发展和方便群众出行。

龙游港互通是最新完工的项
目。“以前龙游县城北和城东片区近
20万群众必须绕行 320国道、S315、
龙游东环线，才能上下杭金衢高速公
路。龙游港互通建成后，就方便多
了。”杭金衢改扩建二期项目指挥部

工程处张甘成介绍说，该互通还打通
了龙游港区与高速公路之间的连接，
进一步完善龙游县水路、公路相融合
的交通布局，对促进龙游区域经济发
展有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浙高建公司杭金衢改
扩建二期指挥部带领参建单位，围绕
项目主线 8月份通过交工验收投运
的目标，对标“四个标杆”，开展“勇担
当强攻坚、争当项目建设排头兵”活

动，克服种种困难挑战，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后阶段各项工作。同时，加强
与运营、高速交警等相关部门单位的
沟通对接，明确遗留问题、缺陷等整
改的举措、时间节点及责任人。

截至目前，该项目今年度累计完
成投资 15.06亿元，占年度计划 19.9
亿元的 75.7%；开工累计投资 131.98
亿元，占概算批复 141.18 亿元的
93.5%；累计总体形象进度97.5%。

新增四个互通顺利完工

杭金衢改扩建二期主线基本建成

本报讯（通讯员 姚肇鸿） 6
月18日，中国老科协第七次全国
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
此次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

据悉，衢州市老科协被评为

中国老科协全国先进单位，成为
浙江省唯一获评单位。大会还选
举出 139名理事，衢州市老科协
会长汪惠芳榜上有名。

衢州市老科协
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

本报讯 （记者 周芸 通讯
员 罗晓彧） 6月17日，衢州市女
科技工作者协会成立，李馨当选
为衢州市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第一
届会长。协会会员共71名，都是
各领域具有丰富科技工作经验的
创新型科技人才。

该协会将坚持以服务会员发

展、促进女科技工作者成长为宗
旨，通过提供服务、搭建平台、开
展交流，搭建政企沟通、会员交流
桥梁，打通会员沟通渠道，构建会
员成长阵地。成立大会上，全市
20位优秀女科技工作者被授予

“巾帼科技之星”称号。

衢州市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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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衢州市首单地理标
志保险——常山县“两柚一茶”地理
标志侵权保险在人保财险常山支公
司签署。常山县相关领导和市场监
督管理局、衢州人保财险市县机构
负责人等出席。

据悉，常山县目前共有地理标
志7件，其中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
件，地理标志产品2件。自2017年
起，人保财险衢州分公司首创并立
足于“两柚一茶”低温气象指数保

险，累计为110户农业主体的3万
亩油茶、胡柚提供风险保障 5800
万元。

本次常山县“两柚一茶”地理
标志侵权保险的签署落地，一方面
为常山当地的农特产品增加一道
风险保障，助力常山县农民增收共
富；另一方面充分运用保险机制促
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
和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降低产
业、企业知识产权运营风险，护航

常山建设“浙西第一门户”。人保
财险衢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杜嘉表
示：本次人保财险衢州分公司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
金融产品创新，与常山县胡柚产销
行业协会、常山县油茶协会签订
《地理标志侵权损失保险合作协
议》，在常山县胡柚、山茶油等“地
理标志”被侵权时，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诉讼费用等，最高可获赔
20万元，为“两柚一茶”产业发展提

供从产量、产值到产权的全方位风
险保障。

通讯员 王乐莉 朱兴全

衢州市首单地理标志保险在常山落地

浙江晨源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开发的米兰春天小区22-28幢防水工程已超过8年保

修期。小区原交存的物业保修金因你公司注销无法清退。根据《关

于实施<浙江省住宅物业保修金管理办法>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小

区的物业保修金符合转入专项维修资金的条件，现予以公告，公告

期满我中心根据规定将物业保修金结余本息余额转入小区专项维

修资金账户。

中心电话：3020221
柯城区物业管理中心
2022年6月23日

公 告

衢州柯城爱康儿童医院：
经衢州市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清算，你单位应缴纳2019

年度清算扣款53369.52元。依据《衢州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

疗机构服务协议》，本机关向你单位发出催缴通知。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公告送达《催缴通知书》，你单

位应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催缴通知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特此公告。

衢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2年6月23日

衢州市医疗保障局公告

遗失启事
龙游县铁路建设指挥部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414000523003，声明
作废。

浙江丰禾粮油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刘龙海不慎遗失《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开化国用2003第32-397号，地号：
32-1-03-119，声明作废。

本报讯（通讯员 金小路）“没
想到只需要在‘浙里办’上传材料就
好了，当天就能拿证，真是方便！”6
月 20日，衢江区举村乡的祝女士成
功拿到了民宿特种行业许可证。

据悉，以往办理特种行业许可
证，业主需要准备好相关材料，自行
到窗口递交，经民警上门验收消防并
整改到符合相关标准后，方可领取，

整个审批流程需要7个工作日。
告知承诺许可制运行后，市场主

体只要按要求准备好办事材料、做出
承诺，并通过公安窗口或网上提交申
请材料，通过内外网信息流转、各警
种快速联动，一个工作日内便可完成
审批。这也是衢江公安分局建设“公
安大脑”，打造事前感知服务、告知承
诺许可、事后协同监管的全流程闭环

监管的成果之一。
“通过浙江省行政执法（互联

网+监管）平台推送的企业注册信
息，我们可以准确感知企业的办证需
求，并下发指令至业务大队及辖区派
出所，指派民警提前介入，告知市场
主体行政许可事项的办证要求、办事
指南，并开展现场服务；事后通过平
台将监管任务指派至业务警种或辖

区派出所，由民警根据要求完成事后
核查，实现对整个许可全流程的监
管。”衢江公安分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吴燕萍介绍。

截至目前，衢江公安分局 4项
审批事项全面推行告知承诺许可审
批试点，共下发感知指令 13条，派
出所下村指导办证 18次，成功办理
证照12件。

准确感知需求 提前介入服务

衢江公安实现告知承诺许可全流程监管
本报讯 （记者 郑菁菁 通

讯员 刘易） 近日，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最高的社会公益性
奖励——“中华环境奖”获奖名
单公布。江山市人民政府荣获
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获奖类
别为城镇环境类的优秀奖。

“中华环境奖”于 2000年设
立，每两年评选一次，设“城镇环
境”“环境管理”“企业环保”“生态

保护”“环保宣教”五类奖。其中，
城镇环境类奖项主要奖励在城镇
（区、县、乡）的建设中，高度重视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积极落实地方
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其环境
质量在全国（或全省、自治区、直
辖市）名列前茅，或其环境改善成
果特别显著，落实生态环境保护
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工作具有典
型示范意义的城镇（区、县、乡）。

江山市获第十一届
“中华环境奖”优秀奖

今日直击今日直击
报料热线 96811

记者手记

培育“绿领”助共富
近日，由四省边际（衢州）共富

学院联合衢州市乡村人才科教中
心打造的龙游县塔石镇乡村人才

“绿领培育行动”——“新头雁”培
训班正式开班授课。

据悉，“绿领培育行动”旨在通
过专业的培训授课，使农民逐步实
现技能提升、文化提升、理念提升、
收入提升。

记者 方洁瑶 徐冉
通讯员 何敬 摄

市体育中心大草坪道道“伤痕”令人触目惊心

浙H687**司机，你撒野过头了
记者 瞿剑

草坪上被车辆碾压出一
道道醒目的“伤痕”

撒欢不撒野，释放欢乐不释放野蛮！市体育中心是最受市民欢迎的打卡
点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有人在如此美好的场地内驾车撒野，被碾压后的草
坪，道道“伤痕”令人触目惊心。

2020年，衢州高位创成全国文明城市，2021年又获全国文明城市地级市
年度测评第一名。这样的成绩，离不开每一位衢州人的努力与呵护。不能因
为个别人的不文明行为，给城市脸面抹黑。

美丽衢州靠大家，请爱护我们的家园。只有每个人坚决向不文明行为说
“不”，做有礼衢州人，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加文明、更加美好。

本报讯（通讯员 江琪 周志
亮 张曌）“开犁咯！大鼓起！”近
日，常山县天马街道天安村“父亲
的水稻田”项目基地里,祈福丰收
的喝彩声此起彼伏。只见孩子们
挽起裤腿，光着脚丫，手握秧苗，
跟着农民伯伯一起认真插秧，一
场“艺术乡建”启动仪式暨稻田春
社活动正在火热举行。

活动现场，衢州市作家协会
为“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基地举行
授牌仪式，并为常山县首批驻村
艺术家代表发放了聘书。“今后，
我们将创作出一批以家乡的景色
为底色、反映常山乡土文化内涵
的优良作品，来彰显常山绿色产
业、宜居宜业之美。”常山县美术
家协会主席王顺利说。

据悉，“父亲的水稻田”项目
发起人是常山籍作家周华诚。
2014年，在杭州工作的周华诚回
到老家，看到父亲在稻田里耕耘
劳作、丰收喜悦的样子，更看到了
乡村振兴的美好前景，于是发起

“父亲的水稻田”众筹项目，邀请
城市居民来到水稻田里体验插
秧，感受春种秋收。眼下，“父亲
的水稻田”已从原来的 3亩增加
到 500亩，预计今年产出 10万公
斤大米，市场零售价可达60元每
公斤。

在启动仪式上，常山县委宣
传部还与周华诚签订了“美丽常
山三部曲”创作协议，用文艺创作
的方式来激活乡村资源，赋能乡
村产业，美化乡村环境，增强乡村
审美韵味、文化品位，充分发挥

“父亲的水稻田”项目在乡村振兴
中的独特作用。

“我们已经在稻田里开展了
摄影展、绘画展、音乐会、扎稻
草人等活动，我们发现土地让
文艺创作更接地气。”周华诚相
告，接下来“父亲的水稻田”项
目团队正在谋划稻田生活综合
体项目，将邀请文艺家创作出更
多的作品，用文艺创作的方式为
乡村赋能。

常山“父亲的水稻田”
用艺术点亮共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