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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美人”住进了“暖房子”

近日，施工人员正在宁波锦昊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为红美人柑橘搭建
大棚（左图），棚内的红美人柑橘挂满了果实，不日即可采摘上市（右图）。

该公司位于泗门镇谢家路村，成立于2017年12月，2018年3月开
始种植优质果树，其中红美人柑橘13万株，今年红美人柑橘开始零星
挂果，近日即将进入采摘期。为此，公司利用采摘空档期，抓紧时间为
红美人柑橘搭建大棚，为来年丰产丰收打好基础。 记者 陈福良摄

收获最后一批火龙果
近日，位于泗门镇万圣村的光育果蔬农场内，工人们正忙着采收火龙

果。这是今年最后一批上市的新鲜火龙果，平均每公斤售价在25元-30
元之间，亩产量约为2000公斤。

火龙果的采摘时间长，盛产期从7月一直延续至次年1月，一年可采
收上市四五批次。该农场种植的火龙果为越南引进的“蜜宝”，火龙果皮
薄肉厚、汁多味甜，含糖适中，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记者 何琰敏摄

（上接第 9 版） 五是维护合法
权益，让退役军人舒心。泗门镇引
导广大退役军人尊法、学法、守
法、用法，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援助及法
律咨询服务，依靠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人民调解等手段，维护退役
军人合法权益。依法及时办理服务
对象信访等事项，推动诉求合理的
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疏
导到位，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严
格落实“一人一策”要求，做到各
级联动、精准协调、蹲点化解。

化解矛盾之“结”

泗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大力推

行“小板凳工作法”，通过党员干
部与退役军人同坐一条“小板凳”
共商议事。一是建立“小板凳”工
作制度，确立镇、村两级工作小
组，确保所有退役军人都与党员联
系，深入开展大走访、大调查活
动。同时建立民主协商记录反馈制
度，确保退役军人反映的意见事事
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二是民主协
商化解矛盾。通过党员干部走访入
户，听取退役军人意见和建议，了
解存在的生活困难、思想困惑以及
其他意见和建议，解决退役军人的
困难，就地化解矛盾，坚持矛盾不
扩大、不上交，切实拉近了与退役
军人的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周阳） 最
近，来自安徽庐江的小冯十分发
愁。2019年9月，他在余姚市开
了一家奶茶店，办理完营业执
照、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后，奶
茶店正式开张了，平时生意还算
可以，但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让刚创业的小冯栽了跟
头，无奈之下，他关了店门，草草
收拾后又匆忙离开余姚另谋生
计。最近跟朋友聊天时小冯才意
识到，自己当时办理的营业执照
没有办理注销手续。店不开了，营
业执照不办理注销可以吗？当然不

行了，可是人在外地跑一趟既花时
间又花精力，营业执照都找不到
了，愁坏了的小冯决定先打个电话
咨询下。

小冯拨通泗门镇便民服务中心
市场监督窗口的电话，将自己的情
况告诉了窗口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耐心地向小冯介绍了办理注销的流
程，小冯听完后豁然开朗，原来注
销一点都不难。在窗口人员的指导
下，小冯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完成了营业执照作废声明的
公示，随后，在“浙里办”APP
的“注销一网服务”平台填写注销

申请，没一会就收到了预核通过的
短信，根据提示他通过“工商电子
签章”业务完成了电子签名，不到
一天的时间，小冯不仅完成了营业
执照注销，而且同步完成了税务注
销，困扰许久的“注销难题”轻松
化解了。

泗门镇便民服务中心市场监督
窗口工作人员温馨提示，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若是门店不开了也
一定要记得去注销营业执照，“浙
里办”APP 中的“注销一网服
务”平台方便快捷，助您省时省力
省心。

还在为注销发愁吗？“浙里办”一次都不用跑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 近
日，泗门镇中心小学学生沈昕、王
艺钦、周楚钧获得了第二届中华经
典诵写讲大赛“印记中国”篆刻
比赛全国一等奖，其中，周楚钧
是连续两年获得该比赛全国一等
奖。

周楚钧是泗门镇中心小学五年
级4班学生，带着眼镜系着红领巾
的他看上去有着不符合年龄的沉
稳，眼镜背后灵活的大眼睛却透露
出一丝丝顽皮和天真。正是这样一
个孩子，多次获得宁波、浙江乃至
全国的篆刻比赛一等奖。泗门镇中
心小学特意为他举办个人书画篆刻
展，并出版个人作品集《墨韵初探

——周楚钧书画篆刻作品集》。除
此之外，学校还邀请周楚钧参与篆
刻校训石牌装饰校园。

周楚钧告诉记者，自己对篆刻
产生兴趣是因为一把再普通不过的
小刀：“男孩子都喜欢舞刀弄棍，
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把艺术小刀，爸
爸告诉我可以用来篆刻。”在家长
和学校的鼓励下，周楚钧开始尝
试，并逐渐被篆刻牢牢吸引。

为了给有才能的学生一个展示
平台，泗门镇中心小学创立了中国
印（篆刻）兴趣小组，并邀请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余姚市书法协会
副主席王杰为指导老师，培养热爱
篆刻的学生。一方印章，凝聚万

千。窗明几净的篆刻教室里，学生
们正用他们稚嫩的双手让篆刻之美
不断延续传承。篆刻为他们埋下了
一颗艺术的种子，而这一方方小小
的印章也见证了泗门镇中心小学传
承传统文化，探索艺术教育的不懈
努力。也正是在这里，周楚钧和
其他同学一起系统接受篆刻培
训。一方小小的石头，汇聚着一
个孩子的奇思妙想，周楚钧说：

“篆刻的时候内心会很平静，偶尔
刻不好的时候会有点烦躁，我就会
到一旁冷静一下，再回来继续篆
刻。”

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在篆刻兴
趣小组中体会不一样的乐趣。课堂

上，孩子们跟着王杰老师学习如何
选石、画稿、上稿、用刀，从最简
单的线条入手，逐步掌握篆刻所需
的基本技巧。课堂外，孩子们在王
杰老师的艺术熏陶下了解篆刻文
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知不觉
中，传统文化也像一颗种子，在他
们的心中慢慢生根萌芽。

孩子的兴趣培养离不开家长和
学校，泗门镇中心小学在课程建设
中努力为每位学生发展创造更多可
能。未来，学校将继续为每一个泗
小孩子提供更为广阔而有深度的社
团项目，让每一个孩子在尝试、体
验、探索中超越自我，做最好的自
己。

泗门镇校三学子喜获
“印记中国”篆刻比赛一等奖

■本报记者 黄庐锦

稻子黄了，又到了吃柚子的黄
金季节。飞往泗门镇楝树下村的各
地订单纷至沓来，村里的柚子种植
大户忙得不可开交。要是问泗门镇
的人，哪里柚子最好吃，他们肯定
会异口同声回答：楝树下村的柚子
最好吃！销量就是最好的证据。楝
树下村村干部蒋泽杰说：“我们的
柚子不愁卖，吃过的人就没有说不
好吃的。”

相比于市场上常见的普通柚

子，楝树下村的柚子外观不是很好
看，但是剥开后，里面的果肉细
腻，汁水丰富，味道比其他普通柚
子更浓郁，而且也没有一般柚子通
常会有的苦味涩味，令人口齿生
津，回味绵长。

据统计，楝树下村共种植柚子
约100亩，占整个村水果种植面积
的三分之一，年产量可达2万公
斤。楝树下村柚子的味道为什么这
么好？蒋泽杰告诉记者，一是品种
好，二是环境好。

楝树下村栽种柚子树，最早可

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
候，村委会四处寻访能够引导村民
致富的路子，发现村庄环境适合柚
子生长，于是出去学习了先进的柚
子种植技术，引进了舟山一带的柚
子品种。柚子性喜温暖、湿润气
候，不耐干旱；而楝树下村属于亚
热带季风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
寒，盐碱地富含有机质且病虫害较
少，特别适宜柚子的栽培与生长。
柚子种植后，取得了超乎大家预期
的良好效果。

柚子种植大户章元祥也佐证了

这些说法。67岁的他告诉记者，
大约20多年前，村里号召村民种
植柚子树，村民们纷纷响应，报名
后由村里统一购买和发放了树苗。
时至今日，章元祥还种着大约4亩
地的柚子树，产量可达3000多公
斤，因为口味出众，每年前来购买
的人络绎不绝：“今年的柚子差不
多已经卖完了，还略剩一些挂在树
上没有摘，想留着自己吃；哈哈，
也不知能不能留得住。我们村的柚
子虽然长得有点丑，但是内在品质
好！”

楝树下村：又是一年柚子飘香时

本报讯（通讯员 周阳）为进
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加快
推进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
饮店等“三小”行业“准入即准营”，
从今年10月1日起，我市全面取消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
店”登记证，实行“三小”行业

“多证合一”改革，申请人领取营
业执照后，即可开展经营活动。

近日，市民李先生在泗门镇便
民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人员的指
导下，快速领取了“多证合一”后的

“三小”行业营业执照，当天就可以
开店营业，直呼：“新政策真是省时
省力，太方便了！”

以前，经营面积小于50平方
米的小餐饮店、小食杂店以及加工
面积小于100平方米的食品小作坊
（简称“三小”行业）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需同时申领营业执照和浙
江省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三小”
行业纳入“多证合一”备案管理后，
申请人只需在办理营业执照时经营
范围选择对应的“小餐饮店（三小行
业）”“小食杂店（三小行业）”“小作

坊（三小行业）”规范化条目，完成
“多证合一”相关数据采集填报，与
登记信息一并提交，仅“一次填报、
一次审批”即完成准入准营所有手
续。“三小”行业营业执照办结后，登

记信息将及时推送至浙江省食品安
全综合治理协同应用平台的“三小
一摊”管理系统，完成登记信息共
享，推进登记与监管的有效衔接，切
实强化“三小”行业事中事后监管，

保障群众食品安全。
截至11月10日，泗门镇便民

服务中心市场监管窗口已累计颁发
“多证合一”后的“三小”行业营
业执照58张。

食品小作坊小食杂店小餐饮店“多证合一”啦！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 近
日，泗门镇农业农村办和镇成校在
市菜富通果蔬专业合作社农民田间
学校内，举行了一期高素质农民培
训班。

据悉，泗门镇农业农村办负责
培训班参训学员遴选，成校则按要
求开展培训和跟踪服务，授课老师
均来自宁波市农科院，授课内容包
括各类瓜果蔬菜栽培、种植、储
藏、售卖等专业知识，课程为期八
天，其中，五天学习、三天外出考

察，最终考试合格者将获得余姚市
高素质农民培训证书。

本次培训班共有学员34人，
均为泗门镇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负
责人、种植大户等。

泗门镇农业农村办主任杨伟斌
告诉记者，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的
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农业实用技术水
平，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
生产、善管理的新型农业专业生产
带头人，助力乡村振兴。

泗门镇举办高素质农民培训班

东大街社区举办第七届门球比赛
为进一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全民健身运动，11月5日

上午，泗门镇东大街社区在镇文化馆门球场举办第七届门球赛，余姚市门
球队、姚北门球队、东大街社区门球队、大庙周村门球队、马渚镇门球队
等9支球队参加比赛。

其间，各门球队运动员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和比拼，赛出了风格，赛出
了水平，赛出了友谊，充分展示了广大门球运动员热爱生活、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采。

本次比赛由东大街社区主办，泗门镇老年人体育协会、镇文化站、镇
门球分会协办。 记者 何琰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