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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点点

嘉兴市环境行政处罚金额首次突破
亿元

双人连续抛击项目铜牌，王晨怡还获 得女

美食、电商线下商品让大家目不暇接。红

子单人连续抛击项目的季军。

色创意作品路演厅内，来自南湖区的 ２０

据了解，世界女子暨青年大金属地掷

今年以来，全市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坚

０４

球锦标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是世界最高水

家创意企业 交 流 展 示 了 近 ４０ 件红色作
品，为文化节烙下了鲜明的“红色印记 ”。

决贯彻落实嘉兴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

另悉，经过近一个月的评审，２０１８ 年

出的“打造全省环境执法最严城市，当好

嘉兴市“十大美丽村落”近日公布。经过层

平的地掷球赛。这也是嘉兴历年来承办的 “南湖颂”中国美院教师南湖写生作品展 、

生态护旗手、环保守门员”精神要求，持续

层选拔，南湖区凤桥镇联丰村、秀洲区王店

参赛外籍运动员人数最多、级别最高的国

铁哥们钢雕作品展、邱见古陶瓷修复作品

推进高压执法、规范执法、联动执法，全力

镇建林村、秀洲区新塍镇潘家浜村、嘉善县

际体育赛事。

展、东栅当代艺术作品展等 ，为广大市民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问题。

天凝镇洪溪村 、平湖市林埭镇徐家埭村、海

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体验。此外，园区艺术

截至今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全市共查办环

盐县武原街道金星村、海盐县通元镇丰义

家们为文化节创作的象征激情、灵感和创

境行政处罚案件 ８８４ 件， 处罚金额总计

村、海宁市周王庙镇云龙村、
海宁市丁桥镇

意的专属吉祥物——
—“火火”，更给大家耳

１．００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５３．５％，年度环境行政

新仓村、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获评 ２０１８ 年

目一新的感觉，让人看到了南湖创意文化

处罚金额首次超过亿元。

嘉兴市“十大美丽村落”。

红火的未来。

我市 ７ 家单位入选省 １００ 个 野最美
田园冶

２０１８ 年世界女子暨青年大金属地

近日，省农业厅、省旅游局公布了

经过五天的激烈角逐，由我市承办的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 １００ 个“最美田园”名单，我

２０１８ 年世界女子暨青年大金属地掷球锦

市 ７ 家单位入选，分别为南湖区的湘家荡

标赛，于 １０ 月 ２８ 日晚上圆满落幕。

掷球锦标赛落幕

在 ５ 个比赛日中，运动员分 ３ 个组别，

嘉湘四季田园、烟雨江南桃园新城凤桥果
园，秀洲区的荷塘叶色田园 ，嘉善县干窑

围绕连续抛击、精准抛击、
混合接力等 ７ 项

镇的嘉佑田园，平湖市曹桥街道的金色田

目的 １３ 枚金牌，展开激烈争夺。平均年龄

野，海宁市 新仓美丽田园，桐乡市石门镇

１９ 岁的中国队不畏强敌，表现出色 ，共收

田野菊海。

获两枚铜牌。其中，白宇、王晨怡获得 女子

２０１８ 第二届南湖创意文化节闭幕
１０ 月 ２７ 日晚，由南湖区委宣传部、南
湖新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 ２０１８ 第二届南
湖创意文化节在凌公塘南湖音乐厅落下
帷幕。
本届文化节匠心独具、精品荟萃、丰
富多彩。创意集市上，各类创意作品、本土

大桥镇启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查漏补 缺”攻坚行动
巡查重点区域脚步不停，积极落实

任，强势推进。

问题交办 ；列出近 ５０ 个细节问题，每两

前期，大桥镇镇区范围内主要街道

天召开一次例会，协调明确，加快落实

“线乱拉”已整治到位 ，但一些背街小巷、

……记者了解到，１１ 月中旬，大桥镇将迎
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验收的关键

无照小作坊 ４ 处，拆除车库违法广告门

类”工作深入开展，持续推进垃圾减量

头；深化小汽修行业专项整治，由行政执

化。

法中队加大对占道经营和违章停车的处

此外，大桥镇还积极探索建立开放

居民小区内，还存在一些问题。自 １０ 月

罚力度，每天平均处罚 ２０ 起以上……这

式无物业管理小区的社区自治管理；全

中旬以来，大桥镇相关部门人员加班加

场“查漏补缺 ”攻坚战的打响，让大桥镇

力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将八里花苑、顾

时刻，目前，该镇已全面启动小城镇环境

点，全力整治“线乱拉”遗留问题，确保到

小城镇环境更“完美”。

家花苑两个开放式自建房小区纳入智慧

综合整治“查漏补缺”攻坚行动。

月底全部完成整治。

“为了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省级验收，

为巩固成果，在深入实施“路长制”、

社区管理 ，结合“四个平台”建设，建立长

与此同时，连日来，大桥镇不断深化

“片长制”，实行网格化城镇秩序管理 ，推

效管理机制。通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目前，我们正针对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农贸市场整治，每天增加人员，对两个农

动各个网格内的管理落实到位的基础

努力把大桥打造成为东部新城第一门

工作中存在的细节遗留问题，开展查漏

贸市场开展蹲点驻场检查；深入开展小

上，大桥镇还探索建立
“１＋１＋１”模式，将镇

户，把大桥建设、管理成与全国双创基地

补缺专项攻坚。”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说，

餐饮烟道集中清洗行动，委托第三方对

容难点化整为零 、逐个击破 。同时，镇区

省级科技平台相呼应 ，与全国百强镇综

围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方方面面，

镇区所有餐饮店的烟道、墙面和地面进

“四位一体”保洁机制运作更加顺畅，立

合实力相匹配，让区域百姓都认同的幸

他们共列出了 ５０ 多个细节问题，落实责

行清洗；开展“车库开店”专项整治，查处

面、地面、水面的保洁更加到位，
“垃圾分

福家园。

嘉兴市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房产招租挂牌公告
根据嘉财政［２０１４］４９１号叶关于印发＜嘉兴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房产出租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曳的有关规定袁嘉兴市资源要素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采用公开竞价招租
渊一次性报价冤方式出让下列租赁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挂牌标的院
出租房产单位名称
嘉兴市经济建设规划院
嘉兴市经济建设规划院

房产座落位置
嘉兴市吉安路２５３号（五楼）
嘉兴市吉安路２５３号渊一楼冤
嘉兴市勤俭路２４３号

出租 出租面积 租赁
用途 （平方米） 年限
办公尧培训
３０９．４
３年
８０

店面
商业

９４０．６

商业

１３００

嘉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原环城北路１９４７号渊现禾兴公寓１号冤
嘉兴市建国南路大年堂前９号

办公

嘉兴市经贸老干部服务中心

嘉兴市中山路１４８号纺织大厦第八层及车库

商业

２７６４
５４７．０８

嘉兴市经贸老干部服务中心
嘉兴市经贸老干部服务中心

嘉兴市秀州路商务中心店铺１－２层１号渊现为少年北路３１１号冤 商业
嘉兴市秀州路商务中心店铺１－２层１号渊现为天宁寺街２９号冤 商业

嘉兴市农业经济局
嘉兴市农业经济局

３年
２年
２年
４年

保证金 挂牌价
（元） （元／年）

特殊情况说明

单位
联系人

联系
电话
文 １３９５７３０８６６５

５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陈

８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７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该房产无不动产登记证曰２．该房产不得经营餐饮尧美容美发尧歌舞厅尧烟花爆竹等

陈 文 １３９５７３０８６６５
姚建明 ８２８７２５２１
姚建明 ８２８７２５２１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除楼梯对面约２０平方米杂物间袁本单位自用

张福根 １５１５７３９００２９
马中民 ８２５２１８９０

该房产不得经营歌舞厅 尧美容美发尧烟花爆竹等

３年

１１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０

２２３．９４

３年

１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马中民

８２５２１８９０

３１

３年

４８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马中民

８２５２１８９０

注：水电费均另计。
二尧报名时间和地点院
报名时间 院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４日渊９院００要１１院００袁
１５院００要１７院００袁节假日除外 冤遥报名地点院嘉兴市广场路３５０号渊嘉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３１２室冤遥
三尧竞租对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尧
企业尧其他组织和个人袁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袁均可参加竞买遥
四尧竞租报名须知院
凡有意参加竞租者袁在报名截止日前携带有效证照渊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冤等相关资料袁到嘉兴市资源要素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办理报名手续遥竞租人参加竞租需交纳相应
保证金袁挂牌竞价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５时遥
五尧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国有房产招租挂牌文件为准遥 联系人院李先生 电话院０５７３－８２５１２０２６遥
嘉兴市资源要素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