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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民政局撤销登记公告
依据《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第十条“登记管理机关对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或连续两年‘年检不合格’的单位，

予以撤销登记并公告”之规定，本机关对下列两家民办非企业单位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决定，现予公告。

被撤销登记单位名称

衢州市仁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衢州市升华文化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308003363974119F

5233080006057142XP

住所地

衢州市春江月苑1幢2单元1401室

衢州市柯城区县西街128幢215室

法定代表人

陈*

郑*华

衢州市民政局
2022年9月22日

金融助力百万市场主体
江山农商银行围绕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经济稳进提质工作部署，开展金融

助力百万市场主体专项行动，建立“主动响应、精准扶持、快速到位”的金融支

持市场主体长效机制，对市场主体开展网格化走访，上门摸排金融服务需求。

截至9月14日，该行已走访小微企业10084户、个体工商户30216户，帮

助企业解决融资、征信、担保等相关问题1036个，对接企业融资需求8.53亿

元。图为该行客户经理走进大陈乡萃文饭店，详细了解该店餐饮、民宿、会

务经营情况及金融服务需求。

通讯员 王令威

本报讯 （记者 王继红 通讯
员 饶海霞） 9月21日，记者从衢州
海关获悉，今年1-8月，衢州市外贸
进出口总值为390.3亿元，较去年同
期（下同）增长 28.8%。其中，出口
261.8亿元，增长 38.1%；进口 128.5
亿元，增长 13.3%。进出口、出口、
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省平均 10、
16.5和1.7个百分点，出口增速位列
全省第二。其中我市外资企业进出
口51.9亿元，增长47.5%。

据介绍，今年 1-8月我市外贸
亮点纷呈：主要进出口商品均保持
稳定增长。1-8月，主要出口产品
如机电产品、基本有机化学品、劳密
产品、纸浆纸及其制品和高新技术

产品等分别出口 66 亿元、35.1 亿
元、27.8亿元、23亿元、17.8亿元，其
中纸浆纸及其制品增速最高，达
63.1%。纸浆纸及其制品、高新技
术产品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8.8%和
6.8%，占比分别提升1.3和1个百分
点，拉动全市出口增长 4.7和 3.6个
百分点。进口方面，机电产品、高新
技术产品进口 14.1亿元和 12.3亿
元，增长 10.0%和 16.4%，分别占全
市进口总值的 11%和 9.6%，拉动全
市进口增长1.1和1.5个百分点。

主要出口市场均保持强劲增
长，对RCEP成员国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比提升。1-8
月，我市对韩国、欧盟、美国等传统

贸易市场分别出口 46.5亿元、39.7
亿元和 37.3 亿元，增长 54.1%、
54.4%和12.9%，对东盟、拉丁美洲、
印度等新兴市场分别出口 27.2亿
元、27 亿 元 和 11.1 亿 元 ，增 长
23.2%、55.5%和47.8%。进口方面，
自东盟、刚果（金）进口 41.6亿元和
27.3 亿元，增长 400.2%和 62.1%。
此外，对RCEP成员国、“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139.8亿元和124.0
亿元，增长 40.5%和 80.7%，分别占
全市进出口总值的35.8%和31.8%，
占比提升3和9.1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出口增速继续领先全
省。1-8月，我市加工贸易进出口
33.7 亿元，增长 22.1%，其中出口

27.8亿元，增长 61.9%，占全市出口
总值的10.6%，占比提升1.6个百分
点，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51.3个百分
点，位列全省第二。

民营企业为主力军，外资企业强
劲增长。1-8月，衢州市民营企业进
出口316亿元，增长26.2%，占全市进
出口总值的81%。其中出口200.1亿
元，增长33.9%；进口116亿元，增长
14.7%。同期，我市外资企业进出口
51.9亿元，增长47.5%。华友新能源
科技（衢州）有限公司、浙江夏王纸业
有限公司、浙江衢化氟化学有限公
司、衢州华友钴新材料有限公司、金
瑞泓微电子（衢州）有限公司等企业
对我市进出口增长贡献较大。

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47.5%

衢州市1-8月份出口增速位列全省第二

今天和明天多云。偏东风2~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33℃，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20℃。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
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拟于近期
搬迁至衢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和便民
服务中心A座（柯城区花园东大道
199号，原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西
面）。9月 26日-30日为集中搬迁
时间，10月 1日-7日为系统调试和
大厅测试时间，10月 8日将正式启
用对外办理业务。

搬迁期间请各位市民优先通过

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浙里
办微信小程序等方式进行业务申报
办理，确需线下办理的可拨打各部
门窗口咨询电话或0570-12345按8
号键，进行业务
办理咨询、预约
和指导。扫一扫
二维码，查看咨
询电话。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璐 张秀
荣）近日，江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
民警高东明在浙江省“互联网+监
管”平台上发起了抽查10家易制毒
化学品企业，开展联合执法检查的
任务。江山市卫生健康局、江山市
市场监管局、江山市应急管理局等
部门单位工作人员接收到任务指令
后，立刻前往相关企业现场，联合开
展执法检查，实现多部门检查“最多
查一次”。

“部门间联合抽查的模式有效
解决了‘多头检查、重复检查’现象，
实现了‘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在护
航企业发展的同时，尽量避免对企
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必要的干
扰。”高东明说。

为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江山
市公安局以执法监管“一件事”为切
口，全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模式，
将跨部门联合检查作为执法监管基
本手段和方式，形成常态化管理机

制，有效提高执法效率，全面打响
“铁军护航·警助共富”品牌，为优化
营商环境保驾护航。

“现在虽然只来检查一次，却做
了‘全套检查’，给我们提了不少建
议，省时省力还省心。”江山双氧水
有限公司负责人对“互联网+监管”
模式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

“抽查次数的减少并不代表漏
查或普遍性的少查。”江山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徐伟峰表示，针对
突出问题和风险行业，该局联合各
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于重点
行业领域和投诉举报、转办交办、巡
查存疑等渠道发现的具体问题增加
抽查频次、加大检查力度，发现问题
依法处置，检查情况全程留痕，大大
提升了执法规范性。

今年以来，江山共累计完成双
随机抽查16批次，即时检查410次，
联合7个部门检查企业单位123家，
减少对企业干扰615次。

江山公安打造“最多查一次”
执法新模式

衢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搬迁

文化润民
9 月 22 日上午，在衢江区全

旺镇楼山后村的南孔书屋内，小
朋友们正在饶有兴趣地阅读书
本。该南孔书屋内设阅读区、休
息区、水吧等，是一个集阅读、交
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
所。据了解，我市已经建成运营
南孔书屋73家，目前该项目正在
向乡镇延伸，预计2025年实现全
市乡镇（街道）全覆盖。

记者 余晓展 报道组 刘威
通讯员 郑美娟 王小翠 摄

在衢城，一种黄颜色、名为“小
遛”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因为便捷好
用又美观，深受广大市民喜爱，已经
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但近日有
读者向《今日直击》栏目反映，一些
市民交通安全意识较为淡薄，在骑
行这种电动自行车时，戴安全头盔
的习惯有待强化。

9月 22日是“世界无车日”，不
少市民选择了绿色出行。当天下
午，记者在繁忙的衢州市区上下街
与南街红绿灯路口观察了 20分钟
左右，先后有 20多位市民骑着“小
遛”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过该路口，其
中有5位市民将随车安全头盔放在
了车筐内。

随后，记者又来到市区吾悦广
场附近。这里投放的“小遛”共享电
动自行车比较多，使用的市民也
多。短短3分钟内，记者就看到8位
市民先后前来租车，其中仅有两人
在骑行时戴上了随车安全头盔。

记者用手机扫描打开了一辆
“小遛”共享电动自行车，发现扫码
时手机小程序会跳出“应法规要求，
佩戴头盔后方可用车”的提示语。

陆续打开头盔锁、车锁两重锁之后，
车辆还会发出“头盔已开锁，为了您
的安全请佩戴头盔”“骑行前请佩戴
头盔，严禁带人，共创衢州文明城
市”的提示音。

显然，租用“小遛”共享电动自
行车的市民应该清楚戴安全头盔的
提醒。而在采访中，受访者也大多
表示听到了上述提醒，但他们不戴
随车安全头盔的原因却多种多样。

在市区上下街与南街红绿灯路
口附近，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租车
市民表示“今天头有点晕，想吹吹
风”，还有一位租车市民则表示“我
就骑几分钟，戴帽子太麻烦”。

在吾悦广场附近，租车市民王女
士解释称，她不戴随车安全头盔是因
为租车的人太多，随车安全头盔被不
同的人使用，戴起来跟头发和脖子接
触，她不清楚车辆和头盔有没有每天
消毒清洁，担心会不干净。

衢州市城投集团有礼出行科技
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说，今年4月，
市城投集团开始在衢州市区范围内
陆续投放“小遛”共享电动自行车，
到目前累计投放 2100辆。经过几

个月的运营，每辆车平均每天的租
借次数达6次。注册使用“小遛”共
享电动自行车的用户目前已有7万
多人，其中以年轻人为主体。

对于车辆被租借后如何确保用

户佩戴好随车安全头盔，该负责人
表示，他们已设置了语音提醒，但租
车市民能否做到，还是靠租车市民
的个人自觉，以及相关部门的执法
督查。

共享电动自行车成绿色出行新宠

戴安全头盔习惯有待强化
记者 瞿剑 文/摄

今日直击今日直击
报料热线 96811

记者手记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共享电动自行车作为绿色出行的一种补充，正
在快速融入衢州人的日常生活，这是好事。但部分骑行共享电动自行车的
市民不戴安全头盔，成为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无数案例和大量研究早已
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安全头盔可吸收大部分撞击力，对头部起到缓冲、减
震的保护作用，使人员受到伤害的比例下降70％，死亡率下降40％。

希望广大市民保持交通安全意识，骑行电动自行车时能自觉戴好安全
头盔。同时，希望相关部门强化对共享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的管理和
执法，建议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单位更进一步做好对车辆及头盔的日常清
洁养护，并研究更智慧化手段提升租车市民的安全头盔佩戴率。

市区上下街与新桥街交界处，一位未戴头盔的市民，骑着共享电动自行
车在路口等待红绿灯。

罗家乡距离龙游县城 13 公
里。发源于铜钵山的罗家溪穿境而
过，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森林覆盖
率达 86%，素有龙游后花园之称。
罗家乡茶叶种植历史悠久，现有茶
园面积 7200亩，是“中黄 3号”龙游
黄茶的发源地。

广东肇庆人陈洁华，2007年嫁
到龙游县罗家乡荷村村，与丈夫刘
尉兵一起扎进了“黄茶园”。2015
年，夫妇俩创立了云鼎茶业专业合
作社，引进专业的制茶机器，带领附

近的村民一起致富。
今年，罗家乡在席家村试点推

出“我有一方黄茶 种在龙游罗家”
共富茶园项目，获得良好效果，接下
来该模式将在全乡推广，希望吸纳
更多的合作社、农户参与其中，走出
一条造血帮扶、双向互动、合作共赢
发展之路。

广东媳妇罗家念“茶经”

扫描二维码
一起看详情

龙游县罗家乡党委书记陈俊梁
展示茶艺，邀请大家到罗家乡品尝
黄茶。

书记，上茶

扫描二维码
一起看详情

本报讯 （通讯员 潘义富）
9 月 21 日，衢州市农业农村局、
龙游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开
展毓硒莲子绿色农产品认证现场
检查。

绿色食品是国家主导的安全优
质农产品公共品牌，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农产品生产消费的主导产

品，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的重要标志。

据了解，全市农业农村系统紧
紧围绕“质量兴农、绿色助农、品牌
强农”战略部署，大力开展绿色农产
品认证工作，今年以来已新获认证
证书产品20个。截至目前，全市已
有获证农产品156个。

我市今年新增20个绿色农产品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