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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义工队志愿者为群众缝补衣物。
瓯海

苍南

本报记者 庄越
连日的寒潮，让温州的
气温跌进个位数。为将御寒
物 资送 到 山 区贫 困老 人 手
中，由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新
连心”党代表工作室发起，市
民政局、市妇联、市女企业家
协会加挂的“温暖列车”加速
行驶。载着满车的爱心邮包
与暖心的志愿服务，
“温暖列
车”陆续驶进苍南县江山社
区、文成县，为当地的 40 位
孤寡、留守老人及贫病家庭
送去冬日里的温暖。

所，如今成了
“侵权重灾区”。近日，瑞
安法院联合瑞安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
成功调解 539件音像著作权侵权纠
纷。在调解过程中，该院通过“法院+
行业协会”的模式开展专业化调解，取
得了显著效果。
今年 5月以来，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福州大德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分别将瑞安、平阳、苍南等地区
的 33家 KTV、娱乐会所、酒店告上了
法庭。原告提起近 800件著作权侵权
纠纷，总标的额高达 1000余万元。

刘伟 摄

关怀送到老人“心”

12月 5日清晨，带上一袋袋温
暖的爱心邮包，
“温暖列车”与 30余
名金花义工队的志愿者一道，驶进
了瓯海区泽雅镇西岸社区，为当地
的孤寡、贫困老人送去暖心的问候。
理发、缝补、修指甲、炒粉干、量
血压、测血糖……当天，西岸社区村
民活动中心因为一群志愿者的到来
变得暖意融融。
时钟刚刚走到九点一刻，免费
理发区已经排起了小长龙。金花义
工队的志愿者李光，正聚精会神地
拿着剪刀为老人理发。坐在一旁等
候区的潘阿英满脸笑容，她告诉记
者，早上 7时，她就早早地从唐宅村
搭乘巴士来到西岸社区等待，就怕

心

时间赶不及错过。
10时许，志愿者一行来到潘千
妹老人家中，
“ 阿婆，我们来给你送
御寒物品。”志愿者将慰问金、爱心
福袋递到潘千妹手中。潘阿婆接过
福袋，
“ 谢谢你们，大冬天的还惦记
着我们老人。”
西岸社区书记林金荣说，2年
前潘阿婆的老伴去世后，她一直过
着独居生活。阿婆的身体不太好，
腿脚也不利索，平日生活起居又只
能靠自己，看着实在心酸，
“ 这次有
人来看探望，让潘阿婆觉得很温暖，
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关注到山区的贫
困老人，多来探望探望。”

文成县双桂乡有不少老弱病
残家庭需要温暖的力量。
上午 10时许，“温暖列车”的
爱心人士带着慰问金和“爱心福
袋”走向王良看的的家。
由于年限久远，王良看和老伴
常年生活屋内的柱子已被白蚁蛀
空，只能用几根木头勉强支撑。
“阿
公，我们来看看你。”市民政局工作
人员林鋆将 1000元的慰问金和爱

速
读

为贫困家庭捎去暖阳

出让年限

50 年

绿化率(%)
投资强度
起始价
挂牌开始时间

备注

宗地面积

规划总用地
面积为
40066.6m2，
出让面积为
40066.6m2

容积率

≤1.1 且≥0.6

宗地坐落

苍南灵溪
镇大观村

建筑密度(%)≤30%

≥40%（集中绿
地面积按每位老
医卫慈善
≤24
年人不低于 2 平
用地
方米设置）
万元/公顷
850 万元
4230 万元（不设
20 万元或其整数倍
底价）
2018 年 1 月 4
2018 年 1 月 17 日 9 时 00 分
日 9 时 00 分
1、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起始价和竞得价不包括耕地占用税、市政基
础设施配套费以及其它需缴纳的零星配套费。
2、具体指标与开发要求详见出让须知。地块的规划设计条件必须符
合本地块确定的规划设计条件和要求。
3、该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分割转让和转租，只能自持，并且各项
公共配套设施必须完善到位。
4、项目内老年公寓、宿舍等居住用房套型面积标准限定在 60 平方米
以内，出租服务合同期限约定一次最长不超过 5 年（今后如有新政策
规定按新政策执行）。
5、地块内水域面积保留现状，今后由于项目建设需要，确需对水系进
行调整的，应依法申请办理水域占用报批，具体位置和面积以水利部
门核定为准。

建筑限高
(米)
保证金
加价幅度
挂牌截止
时间

土地用途

具体情况以《挂牌出让须知》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但
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除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一）竞买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行

二、参加竞买对象：

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因股东应国权等人犯罪
被羁押，公司股东会陷入瘫痪，大股东温州菜篮子集团
公司申请对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市中院于 2016年 3月 11日裁定予以受理，后通过竞争
方式指定温州普润会计师事务所、浙江建桥律师事务
所担任温州菜篮子发展有限公司的清算组。
日前，市中院发现清算组在履行职务期间，未及时
把公司富余款项汇至清算组专户违反了清算组勤勉忠
实的履职义务。市中院管理人评审委员会决定给予两
家事务所予以通报批评及停止其担任管理人一年（原
已担任管理人或清算组的不受影响）的处罚决定。

为充分发挥保全制度作用，破解执行难题，永嘉
法院通过制作《诉前（讼）财产保全建议书》强化引导
释明、丰富担保形式、专人办理提高效率等方法，加
大财产保全力度。今年以来，共受理保全案件 281
件，执结 269件，其中保全完毕 224件，平均办理天数
6.
9天。
洞头法院立案时即向当事人释明财产保全的优
势、程序与担保要求，鼓励当事人利用担保公司、保
险公司提供保全担保，并成立集中保全送达组，同
时，加大对保全成功案件调解力度，促成债务履行，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

加大财产保全力度破解执行难

温萱 整理

打好生态环保攻坚战

非法倾倒、排放受到法律制裁
本报记者 金叶
通讯员 龙轩
案
件

苍南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苍土告字〔2017〕38号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永嘉、
洞头

重点打击非法倾倒、排放

我们的“温暖列车”还在继续行驶，如果你也
爱心款可直接送往公园路105号温州日报
想加入，和志愿者一起把“爱心福袋”送到大山深 报业集团“新连心”党代表工作室（“党报热线”接
处，送到留守老人手中，让这份暖意呵护他们平 待室），也可汇款至市慈善总会温州日报分会账
安过冬，只要捐 300元便可认领一个“爱心邮 户。
包”，邮包内包含1床棉被、1套保暖内衣、1个热
市慈善总会温州日报分会账户
水袋、2双棉袜、1副手套等。您可以直接捐款认
户名：温州市慈善总会 开户行：建行
领爱心邮包，也可以捐送其中某项物资。
账号： 33001623535056000072-0004
如果您有意为“温暖列车”捐一份钱，出一份
柜台现金汇款，请务必在汇款单上注明
力，请拨打本报“党报热线”88869996，与我们联 “2017温暖列车”；网上银行转账，汇款后请务必
系。送温暖的路上期待与你相约！
拨打88869996告知，以便核对、统计和公示。

经苍南县人民政府批准（苍政函〔2017〕80 号），苍南县国土资源局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灵溪镇大观养照中心政府招拍挂出让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并与苍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同组织实施本次挂牌出让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娱乐会所、酒店，标的额达 772.
8万元，
成效显著。
据悉，今年以来，该院重点以“大
调解”为主要抓手，大力推进三大机制
建设，整合全市各类调解资源，构建
“网格化”调解格局，在强化人民调解
组织作为主要诉前、诉讼调解力量的
同时，与温州市银行业协会、瑞安市工
商联、瑞安市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浙江
省（瑞安）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建立
诉调对接机制，通过鼓励行业协会积
极发挥行业自治和行业服务功能，开
展行业“类案”的专业化调解，提高纠
纷化解率，减少纠纷成讼率。

市中院

龙湾

温暖力量在乡间传递

心邮包递到老人手中。
养家住双垟包村，被查出患有多发
今年 72岁的王良看有一个儿
性骨髓癌。
“一次化疗的费用就要 6
子在外务工，很少回家探望。因为
万。”叶永养说，为了治病，已经借
骨质增生不能干重活，平日里老两
遍了所有亲朋好友，可还是杯水车
口只能种些蔬菜贩卖添补家用。
薪。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孩子能
王良看的老伴廖秀娥抹说，孩子都
多回家探望。
有了自己的家庭，很少回来探望，
虽然生活不易，但是叶永养两
她只是想孩子常能回来陪她说说
口子却非常知足。收到慰问金和
话。
“爱心福袋”时，他脸上有说不尽的
在双桂乡，今年 57岁的叶永
感动。

据该院立案庭负责人苏其训介绍，该
批案件的被告大多数属经营规模小、
经济实力弱、盈利水平低、经营人法律
意识不强的商家。
该院受理上述案件后，通过诉调
对接中心积极组织各方开展调解工
作，前期由法官助理对案件进行风险
评估和案情排摸，并借助行业协会专
业资源优势，主动与瑞安市文化娱乐
行业协会建立对接机制、搭建调解平
台。同时，该院还由资深法官对案件
进行“预审理”，为双方提供诉讼风险
参考，促成各方同意调解，现已成功调
解撤诉案件 539件，涉及 21家 KTV、

作出首例对管理人中介机构处罚决定

苍南县江山社区，位于龙港镇
中时，他躺在床上不禁失声痛哭，
因
西南面的小山村，经过 2个多小时
为长期没有开口说话，
他的咬字和发
的路程，抵达时已经近 10时，慰问
音都已不太标准，
只能用简单动作表
组马不停蹄赶往王乃虎老人家中， 达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
与慰问组同行的还有来自苍南壹加
年 52岁的曾洪钦在 2002年，双腿因
壹公益联合会的志愿者。
病截肢，此后他长期卧床，失去了自
今年 91岁的王乃虎，是周家车
理能力……苍南壹加壹公益联合会
村年纪最大的老党员，党龄已经 56
志愿者郑依玲宽慰他道：
“需要什么
年 了 ，老 伴 去 世 后 就 一 人 独 居 。 告诉我们，
我们能帮就会帮。
”
2015年，中风后，行动更是不便，日
走访中，苍南县壹加壹公益联
常生活都有些吃力。
合会的负责人认真地记录着慰问者
一间简单的小木屋里，一个柴
信息，
“ 希望能多多关注这些救助对
火灶台、一张木板床……
“阿公，我
象的生活情况，及时搜集和更新信
来为你理个发吧！”说着，苍南壹加
息，
尽可能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
苍南
壹公益联合会志愿者刘永青拿出围
县壹加壹公益联合会，
今年首次加入
布为王乃虎围上并仔细地开始了他 “温暖列车”的队伍。苍南县壹加壹
的“工作”，10分钟后，王乃虎的头
公益联合会下设队伍项目、
分会共有
发就理好了，看着清爽的发型，他笑
46个，
其中包括水陆空救援队伍。10
容灿烂。
多年来，
先后参加了 500多次灾害救
当志愿者一行来到曾洪钦的家
援以及 2000多次爱心活动。

文成

宗地编号

成功调解 539件 KTV著作权侵权纠纷
本报讯 （通讯员 芮宣 记者 缪
眎眎） KTV这一大众娱乐休闲的场

进
瓯
慰海
、
问 苍南
、
暖 文成

灵溪镇大观养照
中心政府招拍挂
出让地块

“法院+行业协会”模式作用大

开发建设的，仅限成立一家新公司对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并在网上报名拟成
立新公司页面中明确。
（1）单独申请竞买的，
新公司须为竞买人全额出资的独
立法人全资子公司；
（2）联合申请竞买的，
新公司须为按联合竞买协议约定的
联合各方出资比例成立的独立法人公司。出让人可根据挂牌出让结果，
先与
竞得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在竞得人按要求办理完新公司
注册登记手续并提供由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新公司章程后，
再与新公司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补充协议》应当在不动产登记前签订。也可直接与竞得人成立的新公司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竞买人如为苍南县外注册的企
业，
竞得后应当按规定在苍南县设立由竞买人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全资子公
司，并以新设立的独立法人全资子公司与苍南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本地块进行开发。竞买人如为苍南注册的企业也
可在县内设立由竞买人全额出资的独立法人全资子公司，
并以新设立的独立
法人全资子公司与苍南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对本地块进行开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负有连带责任。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
人。竞得入选人通过资格审核后，
即为本地块的竞得人，
签订《苍南县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挂牌出让须知，
可登录浙江
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
统（http://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按照挂牌须知要求提
前办妥数字证书，
符合竞买要求，
并按要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方可参加网
上挂牌出让活动。
2018年1月4日至2018年1月15日17时00分。
2018年1月15日17时00分。
本次挂牌不设底价，缴款方式：竞得之日起一
个月内缴纳 50%总地价款，
余额竞得之日起三月内缴清。

三、

四、
五、

六、本次挂牌报名时间：
七、本次挂牌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九、联系方式

现场咨询：
1、苍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灵溪镇江湾路环保大厦四楼 )
联系电话：
0577－68708510
0577-68708526
2、苍南县行政审批中心
联系电话：
0577-68898574

苍南县国土资源局
苍南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7年12月14日

环境保护关
乎着每一个人的
生 活 健 康 ，可 就
是有人出于自身
利 益 ，蓄 意 破 坏
这个共有的美好
环境家园 。最
终 ，都 逃 不 过 刑
罚 制 裁 。 11 月
22 日 下 午 ，在 龙
湾法院关于环境
资源保护案的发
布 会 上 ，五 起 污
染环境典型案例
“现出原形。

去年 8月，被告人陆某因参与非法倾倒
化学污泥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查实，陆某倾
倒的化学污泥来自我市某科技环保公司，该
公司为了消化库存、从中牟利，将未处置的
化学污泥运到龙湾区蓝田码头装船直接倾
倒入瓯江。仅两个多月，陆某以及江某（已
判刑）、温某（已判刑）等人前后将 4200吨左
右的化学污泥倒入瓯江。经检测，这种化学
污泥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代码为 HW17表面
处理废物，行业来源为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本应进行无害化处置。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陆某违反国家
规定，结伙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后果特别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陆某系从
犯，且鉴于其当庭认罪，酌情从轻处罚。最
终法院判处陆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30000元，责令其退出所有违法
所得。
除了化学污泥，还有人直接将工业废水
排入水环境。其中包括排放含铜废水、镀镍
加工废水、水龙头清洗加工废水，甚至酸洗
管件废水也直接通过下水道排入水环境
中。最终，这四起非法排放工业废水案相关
被告人均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至 10个月不等。

“裁执分离”高效执行环保非诉案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龙湾法院审理
的环保类案件中，污染企业主要集中在电
镀、金属配件等加工行业。究其原因，龙湾
区域内电镀、不锈钢、阀门、不锈钢等行业比
较发达，为了节约成本，部分企业特别是中
小微企业未按规定申请配置专业的废液处
理设备，而是直接排放或者通过私设暗管、
利用渗井、渗坑等方式排放重金属、氰化物
严重超标的废水，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
为了让环境污染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同
时对其他人起到威慑作用。2013年以来，
龙湾院共办结排放、倾倒、处置有毒有害物
质污染环境案件 57件，判处罪犯 103人，其

中缓刑 26人。同时该院加大财产处罚力
度，通过采取追缴违法所得、收缴犯罪工具
等措施，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再次犯罪的
能力和条件。
在环保非诉执行案件中，龙湾法院率先
推出
“裁执分离”，将法院的司法职能和环保
部门的资源优势有效整合，由法院对环保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裁定是否准予执
行，再由环保部门出面执行（除罚款类、停业
生产外）。这一措施大大提高了环保非诉案
的执行效率，一组数据就能证明：2013年以
来，该院共审查环保非诉案件 1509件，裁定
准予执行 1485件，煲其中裁执分离 393件。

温州市洞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信息

温州市洞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信息

（编号：
(Q171214164)）

1、工程名称：温州交通城建工业化生产基地项目全过程造
价控制服务
2、工程概况：本次招标项目位于温州市洞头区大门镇营盘
基村，本项目的工程费用约 99234 万元。
3、建设单位：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代理单位：浙江省成套工程有限公司
4、招标公告详见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洞头区分网
网址：http://60.190.82.148/dtcms/

1、工程名称：洞头区 2017 年秋季松枯死木清理项目
2、工程概况：本招标项目位于洞头区北岙街道、东屏街道、元觉街道、霓屿街
道、大门镇以及鹿西乡 6 个乡镇（街道）；本项目直接费用约 211.9 万元，招标
工期：在 2018 年 3 月 30 日前完工；工程质量标准：合格 ；招标内容：对新近
死亡的松枯死木进行清理，清理方式包括：卫生伐、伐桩处理和葛藤处理等，
具体以工程量清单及设计文本图纸为准。
：温州市洞头区农林水利局
浙江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详见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洞头区分网
http://60.190.82.148/dtcms/

3、建设单位
代理单位：
4、
网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2017]094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
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龙
港镇龙翔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303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520851
批准成立日期：2010年 3月 29日
住所：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通港路 335号
邮政编码：325802 电话：5992781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温州监管分局
2
0
1
7年 1
2月 1
3日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2017年12月14日

（编号：
F171214166）

诚信收藏收购老茅台酒（温州站）
免费鉴定、现金收购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
活动时间：2017年12月14日-12月16日（8:00-18:00）
茅台酒收购专用价格表 高度（53）度
此表为不跑酒全品相价格
年份
价格
2010-2012 1600-1800元
2009-2007 1900-2200元
2006-2004 2300-2700元
2003-2000 3000-4000元
1999-1997 4500-5000元
1996
5500元
1995-1993 7500-8500元
1992-1990 9000-9500元
1989-1987 10000-11000元
1986-1983 12000-14000元
1982-1980 15000-17000元
1979-1976 18000-22000元

此
类
广
告
如
引
起
经
济
纠
纷
本
报
概
不
负
责。

会场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民航路8号奥林匹克大酒店535会客室
公交路线：5路、11路、28路、40路、64路、86路、87路、105路、
120路到龟湖路口
电话：18100326256 18503810200（陈老师）
友情提示：本活动仅在本酒店内进行，以防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