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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区长质量奖揭晓
两家企业喜获该奖项表彰

为确保广大群众欢度喜庆
祥和的春节，根据《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浙江省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
就做好2018年春节期间洞头区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通告如
下：

一、禁止燃放区域
（一）政府、机关、企事业单

位内部；
（二）文物保护单位周围50

米以内；
（三）车站、码头、机场等交

通枢纽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
区内；

（四）油汽罐、站等易燃易
爆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场所和
其他重要消防单位周围 100米
以内；

（五）各类零售、批发集贸
市场内；

（六）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
区内；

（七）医疗机构、敬老院、疗
养院、幼儿园、托儿所、中小学
校周围50米以内；

（八）建筑物的楼顶、阳台、
楼道、走廊等部位；

（九）山林、园林、城市绿地
等重点防火区；

（十）重要军事设施周围50
米以内；

（十一）烟花爆竹批发、零
售经营点周围50米以内。

二、安全管理规定
（一）销售安全。烟花爆竹

批发和零售单位必须取得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许可，并

按照规定设置专门的储存场
所。零售单位严禁非法渠道采
购烟花爆竹，禁止二次批发，不
准向其他零售单位销售烟花爆
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
量不准超过限定的许可范围和
存放量，不准在核定经营场所
以外的地点储存烟花爆竹，不
准经营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
的礼花弹等A级产品和架子烟
花，不准销售非法生产、经营及
质量不合格的烟花爆竹。

（二）储存安全。烟花爆竹
批发和零售单位必须严格执行
国家标准储存或零售存放烟花
爆竹，严禁超量存放，严禁在人
员密集场所及周边、存在重大
安全隐患等部位设置经营、销
售、储存点。

（三）产品安全。烟花爆竹
批发和零售单位所销售的烟花
爆竹必须为符合国家产品质量
标准、具有完整产品标签的个
人燃放类产品。

（四）燃放安全。广大群众
和单位应当严格遵守燃放的规
定，依法、安全、文明燃放烟花
爆竹。

三、法律责任追究
未经许可经营、销售烟花

爆竹，零售单位违反规定存放
烟花爆竹，在核准地点外经营
烟花爆竹或销售非法生产、经
营和禁止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由安监部门依照《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和《浙江省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予
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规定运输、燃放烟花

爆竹等各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规
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任何单位和个人可通过以
下方式向有关职能部门举报非
法经营、销售、运输、燃放烟花
爆竹等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
应当及时处理群众举报，接受
社会监督。

安 全 生 产 举 报 电 话 ：
12350、0577-63470188

公安部门举报电话：110
特此通告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政府

关于2018年春节期间洞头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

近日，记者从洞头区人民政
府《关于表彰2017年洞头区区长
质量奖获奖企业的通报》中获
悉，经过几轮评审，温州佳海食
品有限公司和温州蓝天管件阀
门有限公司被确定为 2017年度
区长质量奖获奖单位，并获得表
彰嘉奖。

依托海洋资源
树立区域性食品品牌

温州佳海食品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以羊栖菜为主的
养殖、加工、出口贸易为一体的
科技型企业。先后获得了浙江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浙江省科技
创新型企业、浙江省农业科技企
业、浙江省农产品加工示范企
业、浙江省第四批现代渔业园区
创建点-洞头羊栖菜主导示范
区、温州市高成长型企业、温州

“百龙工程”农业企业、温州市十
佳农业企业等荣誉称号。

依托洞头“中国羊栖菜之乡”

的区域品牌，形成“公司+养民+基
地”的产业化经营格局。公司拥
有 33.4 亩的南塘工业区新厂
房，具备国内一流的先进现代化
机械设备的生产加工流水线，其
生产工艺达到先进水平，实施了
年产 1400 吨羊栖菜计划。

2006 年积极研发羊栖菜自
动化生产设备，大大提高羊栖菜
产品的质量等级；2008 年研发
羊栖菜杀菌技术，打破了羊栖菜
产品作为初加工产品的固有格
局。目前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13 项，“出口调理羊栖菜干制品
的开发及生产”项目顺利通过验
收并获得国家级星火计划证书。

该公司在国内出口企业中
占据领先主导地位，年出口羊栖
菜成品1200-1400 吨。2011 年
羊栖菜产品成功进入日本超市，
开创了调理级羊栖菜产品顺利
进入日本羊栖菜高端市场的新
局面，产品更被认定为“温州市
名牌产品”，“JIEHE”商标被认定
为浙江省著名商标。

公司严格按照PDCA循环管
理，并通过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
推广项目验收，建立产品准出制
度和质量安全溯源体系；注重设
备改造，自主研发大型五段羊栖
菜专用烘干机，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先后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产
地”、“无公害农产品”、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有机产品等系列认证。

关注质量善研发
多项技术行业领先

温州蓝天管件阀门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工业阀门、管件研
发、设计、制造及销售为一体
的科技型制造企业。建有阀门
生产和管件生产两个基地，人
均生产总值 60万元以上，公司
投产以来先后为全区捐款 50多
万元。先后被评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浙江省成长型中小企
业”“浙江省清洁生产阶段性成

果企业”“温州市科技 （创新
型）企业”“温州市企业技术中
心”及洞头区“重点骨干企
业”等荣誉称号。

公司主要销售“飞龙”牌高
中压阀门系列，主要产品蝶阀
2015 年被认定为温州名牌产
品。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
气、核电、电力、冶金、化工、造
船、造纸、医药等行业，并被武钢
2800与硅钢重点工程选用，被中
国长江三峡工程二期、三期使
用，产品质量水平满足了三峡工
程的要求，已达到国内外同类产
品的先进水平，普遍被国内外用
户认可。

公司依托北京大学、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科研院所的技
术支撑，目前拥有 33 项专利，
其中发明专利 3 项。相继取得
ISO9001， ISO14000， ISO18000
证书，国家压力管道元件安全
注册证书 （TS），欧盟 CE 认
证，多个产品被列为国家重点
新产品。

严格按照PDCA循环开展各
种创新与改进活动，建立质量
例会制度，把质量工作贯穿于
整个生产过程，保障产品质
量；注重技术改进，自主研发
自动磨球机，提高生产效率；
改进蝶阀的工装夹具，制造双
向密封三偏心蝶阀，在蝶阀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据悉，区长质量奖是洞头
区政府设立的区级最高质量荣
誉奖项，主要授予我区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实施卓越绩效的
质量管理模式，在工业（含农
产品加工业）、工程建设、服务
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取得
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企
业或组织。

区长质量奖为年度奖，每
年评定一次，每年获奖的企业
或组织总数不超过2家。对获得
区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由
区政府进行表彰和奖励，并颁
发奖杯、证书和奖金。

本报综合

通讯员 王建平 夏泽汉

2月13日上午，温州瓯江南
口大桥暨瓯海大道东延及枢纽
北段、瓯江口大道通车仪式在
南口大桥顺利举行。今后从瓯
江口区域到龙湾国际机场仅需
10 分钟左右，这也为洞头辖区
居民和瓯江口企业员工带来了
更便捷的出行选择。

一桥飞架南北
瓯江口、洞头与市

区联系更紧密

据悉，瓯江南口大桥起点
位于龙湾国际机场北面，终点
位于灵昆岛海堤，通过灵昆段
接线，分别接灵昆岛规划路网
和甬台温复线高速公路灵昆互
通。工程主线桥总长为 2750
米，桥梁宽 36.5米，按双向六车
道一级公路兼具城市道路功能
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80公里，
项目总投资额12.022亿元。

瓯江口大道起点于东环路
口，终点与南口大桥北互通匝
道相接，为南口大桥通往瓯江
口产业集聚区的重要连接线，
全线长2.6公里，按双向6车道
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设计速
度每小时60千米，工程总投资
约4.16亿元。

一桥飞架南北。瓯江南口
大桥及接线工程的建成通车，
将瓯江口产业集聚区与温州龙
湾国际机场连接起来，大大缩
减了往返机场的路程，打破了
只能通过灵昆大桥前往温州主
城区的历史，有利于改善区域
出行效率，极大提升对外交通
能力，也为洞头、瓯江口和龙
湾联动发展，融入市区交通圈、
带动经济圈注入强劲动能。今
后，市民来瓯江口赏樱花或前
往洞头品海鲜将更加便捷。

瓯江口产业集聚区作为温
州城市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
近年来，围绕市委市政府的统
一部署，紧盯打造“东方时尚
岛、海上新温州”产城融合新
区的发展战略目标，紧抓对外
交通网络打造，竭力满足人民
群众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互联
互通、便捷出行的需要，加速
构筑与区域合作、城市空间发

展协调、产业和环境保护相适
应、内外衔接良好、多方式整
合的交通走廊框架。随着瓯江
南口大桥暨瓯海大道东延及枢
纽北段、瓯江口大道通车，瓯
江口内外交通“经络”已基本
打通。

内外兼修提升
交通体系建设推动

发展大提速

近年来，洞头全力构筑对
外大通道，积极谋划陆海公共
交通体系，着力完善对内交通
网络，交通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未来五年，洞头交通全面
铺开，完善交通骨架路网，着力
打造“三高、两国、两省、两铁”
的综合交通运输骨架路网。

而瓯江口区域的交通建设
面貌同样日新月异。330 国道

（原 77省道）已全线通车，瓯
江南口大桥建成投用，北口大
桥、沈海高速复线、S1、S2等
重要交通工程加快推进。市政
基础“五张网”基本建成，瓯江
口新区内 24条市政道路、35座
桥梁完成建设，2017年新增“八
纵八横”市政各类路网、河网
138公里，新增市政地下综合管
廊8公里，一期“三横五纵”主干
道路框架网全面拉开。

330 国道（77 省道延伸线
工程）是温州主城区连接瓯江
口、洞头的重要通道，该工程
起点为龙湾上岙，往东过灵昆
大桥，经霓屿岛、状元岙岛，
终点为状元岙深水港区，工程
主线全长36.74公里，按双向四
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时速为80公里，总投资约40.2
亿元，已于今年2月7日正式全
线贯通。

同时，甬台温高速公路复

线已全线全面开工建设，各施
工标段陆续开展桥梁桩基、承
台、墩柱、盖梁、路基等主体
结构施工作业。该项目采用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
设计时速 100公里，是省内最
长的公路桥梁。主要控制性工
程为瓯江口跨海南大桥和飞云
江跨海特大桥，其中瓯江口跨
海南大桥主通航孔已顺利合
龙，1218根桩基全部完成，陆
上立柱、盖梁全部浇筑完毕，
桥面铺装全面启动。该项目力
争2019年建成通车。

而已经启动建设的温州瓯
江北口大桥是世界上首座三塔
四跨双层钢桁梁悬索桥，大桥
采用“两桥合建”的设计，上
层为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采
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下层为南金公路，采用双向六
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该项目是
洞头及瓯江口新区连接乐清的

重要通道，预计2021年建成通
车。该项目建成后，乐清市人
民经瓯江北口大桥可一路南下
直达机场，而洞头大门镇居民
出行也多了新的选择。

S1线一期工程串联瓯海中
心区、中心城区、龙湾中心区与龙
湾国际机场和灵昆半岛，并服务
温州高铁站、龙湾国际机场，是构
建未来温州大都市核心区两大
中心——中心城区和瓯江口产
业集聚区的快速联系通道，预计
今年国庆期间建成试运行。在
瓯江口辖区有灵昆站、瓯扬站、瓯
帆站、瓯采站（预留）。

国道、高速公路、轨道交通、
公交、机场巴士、有轨电车……
未来的瓯江口产业集聚区将是
一座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
套完善，宜居、宜业又宜游的

“精美”新城，更是洞头融入温
州大都市区的重要桥头堡。

期待她的美丽蝶变！

瓯江瓯江南口大桥通车南口大桥通车
出入龙湾机场将更便捷出入龙湾机场将更便捷！！

北岙
家门口的“村晚”年味十足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晓莉 叶辉煌) 年关将近，北
岙街道的“村晚”好戏连台，“民星”璀璨。近日，北沙社
区 2018迎新“放歌新时代文化进万家”新春文艺汇演
暨九厅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隆重上演。

活动现场，鼓声阵阵，独唱、傣族舞、快板、拳术表
演、时装秀、合唱等十七个精心准备的节目轮番上阵。
写春联送春福，拍摄全家福。来自区书法协会的老师
们为大家现场写春联，挥毫泼墨间，一幅幅不同字体的
对联引来阵阵赞叹。一声声“咔嚓”，一张张全家福展
示了幸福的团聚时刻。

村民登台唱主角。“文化礼堂办村晚，村民来看村
民演，全村村民大联欢，迎来春色换人间。”现场，主持
人道出了“我们的村晚”最大的特点，整台晚会处处透
着“农味儿”。歌曲、舞蹈……村晚舞台上原汁原味地
展现了村民的美好生活。随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
村民的精神面貌悄然改变。快板《地名谣》《灶安公娶
某》利用独特的闽南方言诠释当地特有的风俗，深受大
家喜爱。

据悉，活动旨在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让大家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新春佳节，铸造
新时代的礼堂文化。

大门
娱乐场所禁毒巡查

本报讯 (通讯员 翁秀秀) 为进一步加强易涉毒
娱乐场所的禁毒工作，日前，大门镇联合镇派出所、集
镇村居开展平安综治大巡防活动，对辖区内旅馆、网吧
等易涉毒娱乐场所进行禁毒巡查行动。

检查中，工作人员重点检查了场所内禁毒警示牌
设置，禁毒责任状等情况，并向各场所发放禁毒宣传资
料及张贴禁毒标语及警示牌，询问从业人员的禁毒知
识培训情况。工作人员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
纠正，要求各经营业主认真落实禁毒管理，警示业主和
从业人员不得吸食、贩卖毒品，不得为住宿人员和上网
人员提供毒品和吸食场所、工具，发现涉毒活动要及时
报案。

据悉，此次检查旨在提高宾馆、网吧等场所工作人
员的禁毒责任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为
打造文明、健康、安全的娱乐经营服务场所环境打下坚
实的基础，确保辖区群众过上吉祥、平安的春节。

东屏
查处非法储存燃气点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坤昆) 春节将至，为进一步消
除燃气安全隐患，有效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东屏执
法中队加强了对燃气无证经营行为的整治力度。

近日，东屏执法中队在巡查时，发现城南路148弄
2号非法存放大量瓶装液化气。东屏街道立即协调东
屏派出所对该处进行了查处，共查处燃气钢瓶 16只，
其中有气瓶12只。经初步核查，当事人已由派出所进
行调查处理。

霓屿
关爱军人 慰问家属

本报讯 (通讯员 叶方胜) 春节来临之际，霓屿街
道人武部对街道现役军官、军人军属、困难退伍军人致
以节日的问候，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街道人武干部与慰问对象进行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对他们一直以来坚守岗位、
保卫祖国的精神表示敬佩，对他们一直以来支持霓屿
地方经济建设表示感谢。大家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地方经济事业发展，密切联系、携手并进，以实
际行动助力“海上花园”建设。

近年来，霓屿街道把双拥共建融入到日常工作之
中，使双拥共建之花常开不谢。该街道全力抓好国防
动员、征兵和民兵应急队伍建设，巩固深化双拥共建，
为部队履行使命任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该
街道还对困难退伍军人进行走访慰问，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党和政府对退伍军人的关怀。

元觉
社保结对进礼堂 异地就医了如掌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莉洁) 日前，元觉街道沙岗文
化礼堂开展了结对单位社保中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宣
传活动。

活动上，社保中心采取现场咨询、发放宣传资料、
悬挂宣传横幅、播放宣传动漫等宣传方式，直观地向现
场群众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要点、办理流程、管
理要求、服务方式等，并就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面对面
解惑，力求让群众听明白、会办理，最大限度地推广符
合条件的参保人员事先备案、理性就医、直接结算。同
时，活动中还对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新特点、新功能进行
宣传。

“听了社保人员的讲解，我现在对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不用到处问，办起来快多了。”
听众许阿姨说道。

此次活动旨在向群众普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社
会保险政策，解决群众异地就医报销难的困惑，使群众
更好享受社保福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提高满意
度，切实把好事办好。

鹿西
开展新春特色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章文博) 近日，鹿西乡党委下属
9个支部开展了以“党建春暖万家”为主题的党日活
动。

活动中，各支部开展节前新春“送温暖”入户走访
慰问活动，走村入户，为各村困难群众、困难党员、老党
员和贫困残疾人等送去关怀，为群众带去了新春的温
暖；鹿西村党员挨家挨户送松糕，为群众送出了新春的
喜庆；联合鹿西村、口筐村、东臼村开展了“春福六送”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送祝福、送春联、送心愿、送全家
福、送温暖、送健康等，为群众送上了新春的祝福。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慰问困难家庭 41户，发放慰
问金41500元，慰问礼包9份，送出松糕1000份。

瓯江口南口大桥。 王建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