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在今年 1
月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
田籍专家浙江大学副教授詹勇参与的

“猪抗病营养技术
体系创建与应用”
项目，荣获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据了解，国家
科学技术奖是我国
科学技术领域的最
高奖，分为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国
家自然科学奖、国
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五个奖项。
詹勇现为浙江大学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毕业于青田城区中学，1982 年从

浙江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1982
年至1983年在温溪农技站从事畜牧兽
医工作，1983 年借调到浙江农业大学
畜牧兽医系工作，1985 年在浙江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和浙江大学动物科
学学院工作至今。他成功研制了我国
首项新饲料添加剂——糖萜素，糖萜素
核心技术获中国、美国、欧洲、日本等
18 个国家的发明专利，主持制定糖萜
素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他所获奖的

《猪抗病营养技术体系创建与应用》，
前后研究持续了 20 多年时间，是一项
符合现代畜牧业及现代农业的发展方
向，主要解决养猪高效、安全、生态、优
质等一系列问题的项目。

对于此次获奖，詹勇说：“在颁奖仪
式上，一起唱国歌的时候顿感激情澎

湃；看到习总书记给特等奖的老院士颁
奖时，深感自己还需努力，要多为社会
做贡献。”他的学长杨忠贵告诉记者，当
年，詹勇在城区中学上学时，就表现出
了优秀的科学家特质，在学习中遇到难
题时，刻苦钻研、严谨执着，他的试卷经
常被老师当标准卷拿来示范。

谈及家乡青田，詹勇告诉记者，他
非常怀念在城区中学上学的时光，“虽
然当时各方面条件非常简陋，但是我们
那一代学生都非常刻苦，带着理想和抱
负走上工作岗位。”同时，他希望家乡的
学子们也能坚持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积极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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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名单及电话
姓 名 手 机
季王平 13905782325
毛华军 13867080077
刘旭波 13357072985
陈章隆 13906782340
张洪武 13600602128
陶土才 13905782992
王雷音 15988082982
胡安阳 13967089897
舒春晓 13732553313
王培静 13600601567

电话：05786822075
地址：青田县龙东路92
号上1号（刘基广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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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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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咨询
（杭 州 、桐 乡 、嘉

兴、无锡、苏州）的商
铺、酒店式公寓，或者
到现场考察楼盘，请联
系青田房产信息咨询
中心。18815169696

丽水市莲都区
新天地婚姻介绍

服务中心
网址：www.xtdhj.cn
微信号：13375787500
客服QQ：307160888

电话：2888500 2551131
地址：中山街410号6楼

征 婚
青田公务员找 40

岁左右女为妻

电话：15967272299
594299

酒店招租
莲 都 区 酒 店 招

租，一万二干平方，二
十亩地，每平方米十
元租金，联系人张先
生18705782777。

乐清柳市镇柳黄
路200-208号商场，使
用面积900平方米，首
层高 6 米，可做二楼，
可分租，中兴菜市场
对面，繁华地段，周边
有大小商铺多处。租
金面议。

业主电话：
13968731199（何先生）

乐清柳市
商场招租

房屋出租：宝幢
街171号二楼，3房一
厅，年租 1 万 6 千，押
金1千元。

电话：713816

房屋出租

位于鹤城西路47
号(西门外)欧尚酒店
旁边，面积 450 平方
米左右，四个面店二
层楼。年租金132000
元，为期五年，联系电
话13396885999。

店面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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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青田县城空气质量指数：74 级别：二级 描述：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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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故
行进侨乡

事事

□ 记者 黄玲晓

近日，2019年春季人力资源交流大
会在县夏康体育馆举行。当天，70多家
企业的2500余个岗位虚位以待，等待求
职者前来应聘。

在招聘会现场，记者看到，一大早，
各家公司企业就搭好台子，挂上岗位信
息，做好应聘准备。前来应聘的除了大
学应届毕业生，还有不少年长的应聘
者。他们详细了解了各个对口岗位的
薪资待遇，并将同类企业进行对比，部
分求职者当场与企业达成就业协议。

“我们想要招聘教育相关专业的毕
业生，早上前来询问的人很多，但达成
就业意向的还没有。”青田壹蓝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一蓝介绍，这次他
们准备招聘5名文化课教师和一名舞蹈
教师，开出的月薪在3500元以上。

裘欣恺是一名应届毕业生，正在绍
兴读大四。她告诉记者，考虑到家庭等
因素，如果薪资待遇符合期望，她想在
家乡工作。“我的期望月薪在3000元以

上，喜欢有较大发展空间的工作。”裘欣
凯说，她已经向3家企业投了简历，希望
能被其中一家录用。

与以往招聘会相比，此次招聘更加
注重应聘者的学历和技术。但对于残
疾人群体而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
要在上千个岗位中找到一份适合自己
的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让残疾人尽快融入社会，参与
到社会工作中，县残联在此次招聘会上
特设服务岗位，为到场参加应聘的残疾
人提供合适的岗位。“今天找到了喜欢
的工作，过几天就能去上班。”孙群力
说，他被鉴定为肢体4级残疾，本以为很
难找到工作，没想到在残联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辗转几家企业后，找到了适合
自己的岗位。

据了解，当天的招聘会总共达成就
业意向 405 个，当场录用 152 人，累计
1620 人次前来招聘会现场。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用工趋势中，建材行业用工
需求比例明显上升，销售和安装两个岗
位成为用工需求最紧缺的岗位。

“本次招聘会提供的岗位涵盖建
筑、安保服务、教育培训、办公室行政等
多个行业，其中培训机构教师和业务员
是达成就业意向最多的岗位类型。”县

就业管理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搭好招聘求职平台，为企业
找人才，为人才找舞台，保证开年用工
顺利。

确认过眼神 你就是我要等的人
我县举行2019年春季人力资源交流大会

70多家企业提供2500余个岗位 405人达成就业意向

“今天出门忘了充电，司机说现在
车上也能充电，我赶紧给手机充上
电。”2 月 17 日，乘坐新款公交车的张
先生高兴地说。

上车之前，记者发现，新投入使用
的公交车悬挂新能源号牌，车厢内新
增 usb 手机充电接口，座椅颜色和纹路
也发生了改变，在司机座位的右侧设

置了防护门。
记者从县公交公司了解到，此次

我县新增 4 辆纯电动公交车。“作为零
排放的新能源公交车亮点多。”县城市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夏仲勇表示，新
公交车添加了驾驶防护措施，防护门
上还有通风口，方便司机和乘客进行
交流；车的前面还装有一个 360 度全

方位的行车记录仪，在摄像头里就可
以看到前面有没有车；对司机座椅进
行了一些微调，座椅下方有两个按钮，
可以进行通风和加热。此外，驾驶座
前面装了一个防疲劳的摄像头，驾驶
员如果出现了打哈欠、抽烟这些违规
违章行为，摄像头就会发出警报。1路
公交车司机潘玉山表示，新公交车这

一系列新的变化，对司机和乘客来说，
多了一份保障。

夏仲勇称，公交车车型向纯电动
车型转变是趋势，今后，公交车上还将
增加更多的人性化设计，为广大市民
提供安全、舒适、绿色环保的出行服
务。

舒旭影

新公交车亮点多 舒适方便受好评

日前，一位湖北的六旬老人在回温
州时晕倒在青田服务区卫生间门口。
紧急时刻，服务区工作人员立即报告指
挥中心，联合高速交警，及时将乘客送
入医院就诊，乘客转危为安。

当日上午9时10分，青田服务区现

场主管林茂红突然接到保洁员来电，称
有人晕倒在厕所门口。林茂红告诉记
者，他接到来电后立即跑到事发现场，
见一位老人倒在公厕门口，旁边有两位
女士按她人中试着救治。由于卫生间
门口人来人往，空间狭窄，地面潮湿，林

茂红便将老人背到超市进行救治。大
家为老人刮痧、喂正气水后，老人醒了
过来，但仍然感到身体不适。

经了解，老人姓徐，湖北人，今年60
多岁，同家人自驾返程到温州去。据老
人家人介绍,其平时会晕车，有高血压。

“考虑到老人有高血压，身上又没带降
压药，我马上报告指挥中心12122 请求
支援。”林茂红介绍，将她及时送到医院
后，经医生诊断，吃了降压药后现己无
大碍。

徐佳佩 邹开盛

六旬老人高速公路上晕倒 幸亏有他们帮忙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昨日，丽水市侨联考察组来
到我县，考察调研我县侨务工作。

考察组先后前往侨企侨管家、县人民法院海外司法联
络平台、月里湾社区侨联、侨企春满园以及鹤城街道侨联
等地，仔细了解我县华侨文化、新华侨、华人经济等情况。
考察组对我县利用平台建设、互联网+，在促进华侨要素
回流、涉侨司法援助服务、为侨金融服务等特色工作表示
赞赏。

在随后召开的侨务工作座谈会上，县侨联相关负责人
就青田县侨务侨情作了详细汇报，特别就建设侨联组织、
海外侨团、高级人才数据库；创优涉侨审批服务、创优为侨
金融服务、创优涉侨司法援助服务、完善华侨权益保障机
制；搭建十大平台、实施“百千工程”、开展“五水共治”引侨
治水行动、创新基层治理“华侨村官”模式等侨务重点工作
作了详细介绍，并汇报了下阶段的侨务工作重点和创新华
侨特色的工作亮点。同时，县侨联相关负责人汇报了今后
侨务工作的重点和想法。

考察组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了青田县侨务工作所
取得的工作成绩，并对今后侨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希望青田不断深化对新时代侨务工作的认识，积极创新工
作手段，努力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

市侨联考察组
来青调研侨务工作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日前，县人民检察院召开党
组扩大会议，研究部署2019年度机关党建、党风廉政建设
和意识形态工作。

会上，学习了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县委《关于推进新时
代机关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机关党建、党风廉政
建设和意识形态内容，并对近期我县查处的3起扶贫领域
违纪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就如何更好地开展党建、党风廉政建设和意识形态工
作，会上强调，要在不断加强学习中凝聚最大共识，党组成
员带头示范地学，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地学，齐抓共管持之
以恒地学。在不断加大投入中汇聚最大力量，配齐党建工
作力量，切实提升整体党建工作水平；严格履行“一岗双
责”，经常性地开展督促和检查；不断发挥人的最大潜能，
以身作则、开拓进取。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取得最佳成果，
提高政治站位，本着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夯实基础抓好
党建；对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准原因，做到严查、严改、
严抓；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突出品牌创建，开创工
作新局面。

县检察院召开
党组扩大会议

本报讯（记者 章一聪 通讯员 叶旭耀 吴奕娴） 日
前，县人民法院举行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
仪式，将拖欠14名农民工长达四年之久的工资款发放到
位。

据了解，在2014年11月，浙江青田宏某建设有限公司
与季宅乡人民政府签订施工承包合同。签订当天，该公司
将工程转包给金某，后金某作为包工头雇佣农民工陈某、
叶某等人为其提供劳务。

工程完成后，因浙江青田宏某建设有限公司被注销等
多方面原因，工程款未能及时发到包工头金某的手中，使
得金某也没有现金发放给农民工。农民工经多次催讨无
果的情况下，于2019年1月25日起诉到县人民法院。

现场，承办法官就包工头金某拖欠农民工的金额进行
认真仔细核对，把12万多元现金一一发放到农民工或农
民工代表的手中。

“从2014年开始，这个造桥工程没有支付过工资，还
以为我们的血汗钱没了，没想到还能要回来，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农民工陈某激动地对承办法官说。

14名农民工领到
拖欠了四年的工资

本报讯（记者 徐佳佩） 为贯彻落实2019年新一轮
减税降费政策的决策部署，帮助纳税人准确理解和充分享
受减税降费政策，昨日，县税务局在县文化会展中心大剧
院举办了减税降费政策培训班，全县600余名企业财务人
员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从政策颁布立意、具体减税降费政策、申报
事项三个方面对2019年新推出的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降
费政策进行了全方位解读，面对面送出《小微企业获普惠
性税收减免大礼——“普惠”在哪里》税收政策图解宣传资
料，现场解答纳税人问题，让“享受政策的人”能第一时间
准确掌握政策内容，保证税法培训和政策执行效果。

陈周园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财务负责人，企业主营业务
是进口服装销售。他告诉记者，今年降税减费优惠政策实
施后，将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从月销售额3万元
提高至月销售额10万元，他们公司纳税比原来下降了一
半。

据统计，2018年，县税务局共办理各类减税39595万
元，各类减税政策落实到位，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能。2019年由于小微企业普惠性新政减税力度
更大，本次普惠性减税降费新政预计将为我县小微企业减
负超过1亿元。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县税务局举办“减税降费”新政
培训班

青田县贵岙乡孙坑村经济股份合作社遗失公章一枚，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体验航模、趣味识
字、手工组装……连日
来，县少年宫组织学生开
展以“爸爸妈妈去上班，
我去少年宫”为主题的趣
味活动，为孩子搭建了文
娱平台，丰富他们的精神
生活。

张晶晶

詹勇詹勇（（左左））杨忠贵杨忠贵（（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