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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宇 通讯员 陈鑫洁

本报讯 日前，县规划管理
中心组织召开了《贤庠镇岑晁村
品质提升规划》评审会，邀请宁
波市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及县内
相关部门、镇村代表参会。

会上，与会人员就岑晁村的产
业发展、风貌打造、滨水景观、绿化
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论证与分析，同意该项目
通过规划设计评审。这是县规划管
理中心积极践行县委、县政府“千
名干部驻百村、一线蹲点解难题”
活动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去年 5 月，县规划管理中心
强基小分队入驻贤庠镇岑晁村，
通过深入走访、听取村民、村干
部意见等形式，发现村民对村庄
环境品质提升的需求颇为强烈。
对此小分队会同镇、村干部共同
把岑晁村品质提升列为难题破
解的任务，以村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目标，解决村庄环
境建设的短板。

小分队发挥自身规划专业
特长，牵头编制岑晁村品质提升
规划，并组织镇、村干部及设计

单位对现状及新区的规划情况
进行了实地踏勘。现场调研中，
小分队每到一个节点，就拿出规
划图纸认真比对，商量打造思
路，提出把原规划新区中的大广
场、大草坪、大盒子建筑改成富
有乡土特色的中式街巷，对村庄
老区开展一户一宅清理，打造村
庄入口节点等系列举措。同时对
村庄的龙凤山公园打造进行了
同步规划，为村民健身、休闲、游
憩提供良好去处。小分队还利用
城乡规划宣传活动，为村民解答
村民建房过程中的审批等问题，
向村民发放《象山县农村宅基地
管理办法》《象山村（居）民建房
指导手册》等宣传材料 300 余
份，解答村民咨询 50 余人次，让
更多村民对城乡规划工作有了
深入的了解。

规划编制完成后，小分队专
门制作了通俗易懂的 PPT，用看
图说事的方式向村四套班子、村
全体党员、村民代表讲解，并把该
规划向全体村民公示，征求意见
及建议。据悉，该规划将作为今后
岑晁村发展实施的操作手册，逐
步提升当地人居环境质量。

规划师驻村解难题
自下而上“绘蓝图”

记者 郑丽敏

本报讯 日前，石浦镇中医院
8名医务人员来到石浦镇上金鸡
村养老院为老人们体检，并建立
健康档案。这是上金鸡村养老院
和镇卫生院签订医疗服务协议后
开展的定期医疗体检活动。

截至 2017 年底，我县已有
38 家养老机构和医院签订了医
疗服务协议。通过定期体检、
建立健康档案、举办健康知识
讲座等形式为入住养老机构的
老人提供更规范、便捷的医疗
服务，推进我县医养结合工作
的顺利进行。

全县 38家养老机构
开展医养结合新模式

记者 郑丹凤 通讯员 赵媛

本报讯 冬日清晨，象西儒雅
洋山区，竹涛阵阵，白霜皑皑，早
起的山民扛着笋锄，入山挖掘冬
笋。山岚环绕间，一泓碧水一个小
村惊艳了时光。它就是隔溪张，位
于西周隔溪张水库、上张水库之
间，晨空下，石墙黛瓦、竹木凉
亭、古朴庭园……分分钟让人坠入
无边乡愁的想象里。
位于村中心的胡亚丽家的溪上

人家美食 2号，糯米香已经满溢，
村党支部书记赖秀兰正带领五六名

妇女围着圆桌包笋团；一侧的灶火
上，掌厨的胡亚玲忙着炒馅、蒸团
……大家刚接到预订电话，当天下
午，有游客预订购买 400 个笋团
作土特年礼。

众所周知，冬季是象山旅游的
淡季，在隔溪张却恰恰相反。“我
们村最大的特色是竹笋和山水风
情，数 3 月到 5月、11 月到过年
前后最为火爆。”赖秀兰介绍，村
里共有 123户人家，近 400人口，
因地处偏远山区，70%至 80%的村
民外出打拼。一些老房子长年无人
居住，日渐倾塌湮没在荒草间，很
是破败凋敝。

近年来，西周镇大力发展乡村
全域旅游，隔溪张村瞄准契机，趁
势而发，连续主办竹笋节的同时，
积极创建县级特色示范村。镇村围
绕“翠映溪张”的竹乡古韵文化主

题，专门邀请专家规划设计，先后
投资 300 余万元对村庄进行集中
整治和全域景区化打造。

在赖秀兰看来，游客青睐乡村
在于“乡愁”情怀，但很多村大拆
搭建搞旅游，不仅投资巨大，还把
村里搞得跟城里社区似得。“隔溪
张村可不能这样干，发展乡村旅
游，‘乡愁’和‘富民’两副担子
都必须挑稳。”她说。

这两年，隔溪张的变化很大、
但又不大！村里没搞大拆大建，公
园还是公园，只是草绿了、树多
了，建起了竹亭子，正适合游客休
闲散步；村庄道路两侧的路灯还是
路灯，但设计古朴好看；绿化也是
原来的绿化，简单补植，再洒点花
种，夏日里成片的格桑花美不胜
收；满村石头屋依然耸立，不过前
前后后干净、整洁了。

最大的变化还是村里的妇女。
为更好地服务游客、留住游客，
2017年上半年，隔溪张号召鼓励
村民开办农家乐。截至目前，全村
陆续有 10家溪上人家美食农家乐
开办，让游客在领略绝美山水风情
的同时，能够就近品尝农家菜、特
色笋宴，受到欢迎。

胡亚丽的溪上人家美食 2号，
生意很是兴旺，特别是眼下冬笋上
市，品鲜游客络绎不绝。“游客玩
好、吃好，还得带点家乡味回去，
笋团最受欢迎。”胡亚丽介绍，冬
笋团价格高昂，售价 5元 /个，但
还是供不应求。为此，村里组建了
妇女小组，统一准备馅料、制作、
包装和销售竹笋团！据统计，全村

日销笋团最多能达 2000个。隔溪
张村“乡愁旅游”的火热程度可见
一斑。

景区化打造“翠映溪张”富民兴业永驻“乡愁”

记 者 何飞燕
特约记者 楼美易

本报讯 1 月 6 日上午，我
县第二家 24小时无人值守图书
馆“城市书房·瑶琳馆”正式向
读者开放。这处位于瑶琳社区奥
林公馆西大门的现代公共文化设
施，是我县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
化建设的最新力作，其中象山新

创会投入 30万元阅读基金、丹
西街道无偿提供场馆设施。

据悉，“城市书房·瑶琳馆”
与我县首家“城市书房·风情街
馆”一样，全年 24小时无人值
守，免费开放。市民只要凭借象
山图书馆借阅证，就能进门享受
阅读乐趣，还能借走 10 本图
书。瑶琳馆馆舍面积 80多平方
米，有阅览座位 30余个，馆藏

图书 5000 册，涵盖文学、科
学、艺术、生活保健、少儿读物
等种类。“书房”采用 RFID智
能化管理系统，读者可以自助借
还书，另有电子书阅读一体机，
设无线 wifi，方便读者在线阅
读。馆内图书可与象山县图书
馆、风情街城市书房以及宁波市
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此外，书
馆还可以举办小型阅读活动等。

据悉，城市书房项目是我县
“书香象山”建设的重要内容，
今后三年，全县将计划建成 6家
城市书房，进一步完善公共图书
馆设施，推进“半小时阅读圈”
文化惠民工程。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罗来
兴，副县长钮晶莹，县政协副主
席励茂平出席开馆仪式。

（记者 黄美珍 摄）

记 者 夏超明
通讯员 洪丹丹

本报讯 “果形着色均匀，整齐
一致，可以给 19分。”“果皮颜色
深浅不一，给 15分吧。”“这个果
子病虫害感染过，不光滑，给 16分
吧。”……日前，省市柑橘专家在我
县举行的柑橘“红美人”擂台赛上，
对鲜果样品外观品质逐个打分的情
形（见图）。

活动现场，县农林局从“红美
人”设施栽培面积 5亩以上、基地
通过“三品一标”认证或建立农产
品追溯系统的柑橘产业协会、农业
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中严

格筛选，共收到 46个样品，专家根
据“红美人”单果重、外观、可溶
性固形物和口感等四个单项进行打
分，评选出“美人中的四绝”，即最
重单果奖、最高糖度奖、最佳风味
奖和最美果型奖。

经过看外观品质，品风味口感，
称果子重量、测汁液糖度等比拼角
逐，最终，象山县石浦建汉家庭农
场选送的橘子获得最重单果奖，一
只重达 774.54克；象山定塘绿森果
蔬专业合作社选送的橘子获得最高
糖度奖，混合糖度达 15；象山晓塘
黄氏家庭农场选送的橘子获得最佳
风味奖，象山定塘精创家庭农场选
送的橘子获得最美果型奖。

野美人冶打擂拼 野最美冶

一只“红美人”柑橘重达 774.54克
记者 丁铭 通讯员 吴佳竹

本报讯 依照《宁波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在我县，一辆合格的网约车必
须符合“车辆购置税计税价格在
12万元以上”的条件，司机也需要
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你坐的网约车是不是合规呢？

连日来，县运管所对全县网约
车开展大规模集中整治，严查未取
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
未取得网约车从业资格证从事网
约车经营服务等行为，一经查处，
将对网约车所属平台公司进行
5000元（含）以上的罚款。

2016年 11月，随着《细则》出

台，宁波市在对网约车管理过程
中，要求网约车服务平台、车辆和
司机都实施准入制，严把出行服务
安全关，“打的难”现象明显缓解。
然而一年来，市场上仍有大量尚未
取得相关许可的车辆和人员从事
网约车经营，存在车辆老旧、人员
鱼龙混杂等现象。
“未取得资质的车辆和司机都

在执法处理范围之内，目前已查处
了 5辆不符合资质的网约车。”县

运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将定
期组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同时将
在现有基础上逐步加大处罚标准，
倒逼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快推进规
范化进程，规范经营，清退不合规
的人员和车辆，努力为市民提供优
质、便捷的出行服务。

网约车专项整治开展
严查无证上岗行为

象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象土出告字〔2018〕01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经象山县人民政府批
准，决定拍卖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规划指标、起始价、保证金等要求：地块一位于丹西街道天安路与丹阳路交叉口西南角。

二、竞买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单独申请参加本次竞买。
三、拍卖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

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活动。
四、拍卖报名及拍卖开始时间：拍卖报名时间：2018年 1 月 29 日 9:00至 16:00；拍卖开始时间：2018年 1月 30 日 9:00。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其中设定上限价格的地块当报价达到上限价格时，不再接

受更高报价，转入投报配建保障性住房程序，按投报面积最高者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有关其他事宜详见公告、须知、成交确认书等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

下载。
咨询电话：0574-89522058 联系人：陈先生

象山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 1 月 8 日

编号

一

地 块

天安路与丹阳路交
叉口西南角地块

出让
面积（m2）

12078

土地用途

住宅、批发零售
商务金融、住宿餐饮

其他商服

使用年限

住宅 70年商
服 40年

容积率

跃1.5且臆3.0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按相关规定执行

起始价
（万元）

7300

保证金
(万元）
5000

招商投资要求：竞得人须按照西周镇政府提出的投资要求进行开发建设，西周镇政府负责建设监管工作，具体要求如下：淤该宗土地用于制造业企
业总部项目，企业竞得土地后至少 5年内每年在象山纳税不少于 2000万元（不含房地产开发税）；于地块内要求建设一栋自持的企业总部大楼，主
要用于企业总部办公、科研、接待酒店。地上建筑面积不小于 11000平方米（其中酒店面积不大远 4000平方米）且不得对外销售，自持建筑结顶之
后，住宅部分才可对外预售；盂北首约 6亩土地由竞得人负责建设公共广场，广场地下空间向县住建局租赁用于停车场建设，建成后不得对外转让，
广场的建设成本与地下空间的租赁费、异地绿化费由竞得人与县住建局另行签订协议结算

象山县旅游用地专项保障办法(试行)
象政办发[2017]217号
第三章 旅游项目用地

十五、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使用荒山、荒地、荒

滩及边远海岛土地建设的旅游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可按基

准地价出让，未列入基准地价范围的，可按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

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出让价格。

十六、在符合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利用文化遗产、公共设施、

工矿企业、大型农场的现有房产兴办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设施的，可保持原土

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土地权利人申请办理土地改变用途的，经批准可以协

议方式办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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