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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临，象山出境游旅客人数骤增。为保障民众旅行
健康安全，我们精心准备了暑期旅行系列健康提示。今天，我
们分享的是东亚篇。

东亚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蒙
古，朝鲜，韩国，日本 4个国家。韩国、日本是象山市民出境旅
游的重要目的地，前往日韩地区应注意肺结核等疾病。
预防小贴士：
荫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旅途中保持均衡的饮食习惯，

有足够的运动和休息；
荫避免接触病人或疑似病例；
荫打喷嚏和咳嗽时要掩着口和鼻，并妥善清理口鼻排出

的分泌物。
荫口服霍乱疫苗可用于预防霍乱。

街面房出售：丹城靖南大街（梅苑小区街面）1-3楼，面
积 230㎡，适合办公、会所、餐饮等，价面谈。电话：
15888104561。
会所转让：丹城方秧路 1号瑞草堂会所转让，融私家
菜、茶楼为一体，约 430㎡，地段佳，装修新，客源稳定。电
话：13396671177。
收发电机和压铸机等设备：铝压铸机、压机、冲床、
车床、变压器、铣床、数控加工中心等设备回收，现金、高
效、诚信 13588608700（永康）牟。
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座、16座、19
座、38 座、46 座、54 座、60 座、70 座。电话：66928888
13732136971。
声 明 ： 张 重 喜 遗 失 普 通 船 员 证 ， 编 号 ：
410324197211054XX9，声明作废。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黄蔚

本报讯 今年 1 至 7月，象山
海关共签发自贸协定原产地证书
1907份、货值 9568.2万美元，创
历史新高。其中，去往东盟、韩国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签证量
占 55%，合计 1049 份、货值
6210.54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0.85%和 33.03%，预计可为象山
出口产品享受关税减免约 310.53
万美元。

随着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不
断深化，目前，我国已与多个“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
定，其中包括东盟 10 国和秘鲁、
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新加
坡、哥斯达黎加、韩国、格鲁吉亚
等 12个国家。自由贸易协定原产
地证书作为货物贸易关税减让的凭
证，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如宁波天韵食品有限公
司出口到泰国的一批货值 176400
美元的桔子罐头，凭借东盟自贸协
定原产地证，在泰方清关时可享受
零关税待遇，为该批货物节省了原
应缴纳的 52920美元的关税，大大
提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对泰国的

市场占有率。
今年以来，象山海关积极打造

便民营商环境，加快创新“互联网
+政务服务”模式。实行 24小时
“无人值守自动审核”模式，优化
升级自动审单功能，实现企业办理
时长从 1 个工作日压缩至约 2 分
钟。实施备案无纸化，助推企业零
跑腿。同时，于全国首创信用签

证, 将签证工作“前推”、监管工
作“后移”，由“批批审”改为
“抽批审”，实现原产地签证“即报
即签、即时出证”，积极推广原产
地证自助打印工作，多措并举实现
原产地证签证网络化、自动化、智
能化，帮助更多出口“一带一路”
国家的企业用足用好原产地证“外
贸优惠券”。

象山海关用好“外贸优惠券”
助力企业掘金“一带一路”

记 者 洪笑然
通讯员 张凤军

本报讯 近日，2019年象山
县“罗拉”杯五人制足球邀请赛
在丹城第五小学火热开赛。这是

我县为推广全民健身活动而举办
的体育赛事之一。

赛场上，只见队员们配合默
契，快速穿插移动进攻，盘带、
传球、突破、射门一气呵成，引
来观众一阵阵喝彩。经过激烈角
逐，健康象山、人民医院、中梁
控股、中乳机械四支队伍晋级下
一轮比赛。据了解，决赛将于 8
月 17日至 18日举行。

近年来，我县陆续举办全民
运动会、迷你马拉松、环象自行
车等体育赛事推广全民健身活
动，组织厨艺大赛、特色点心节
等特色活动传播合理膳食理念，
推行“迎亚运环海健步”“无烟行
动”等全民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同时，在各主流媒体开设健

康专题栏目、建立健康教育云平
台、开展健康知识巡讲，积极动
员社会大众参与各类健康活动，
逐步形成“健康象山，你我共
建”的良好氛围。

仅上半年，我县共组织大中
型活动 40 余次，健康讲座 240
余次，动员 7万余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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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洪笑然
通讯员 胡冰芳

本报讯 近日，象山农信联
社积极承担起乡村振兴“主办银
行”的职责，及时推出十二条救
灾复产金融服务举措，全力支持
台风“利奇马”过境后的恢复重
建工作。

据了解，该十二条举措包括
专门划出 2亿元信贷专项资金支
持灾后重建，开辟受灾企业、农
户金融绿色通道，缩短受灾户信
贷调查时间，加快授信速度，简
化审批环节，采取转期、展期等
方式合理安排还款期限，采取

“一户一策”结对帮扶受灾比较严
重的受灾户，主动给予受灾户在
原执行利率定价基础上下浮 10%
至 20%幅度的让利等。此外，针
对本次因台风损失造成受灾户贷
款无法偿还的情况，该社对客户
经理进行免责处理，鼓励客户经
理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投放，尽最
大力度帮助受灾户解决生产生活
问题。

据悉，这是继 2017年第 24
号台风“海葵”以来，农信联社
连续第四次推出十二条救灾复产
金融服务举措。目前，农信联社
的灾后金融帮扶已形成长效机制，
全力为灾后重建贡献金融力量。

农信联社金融 12条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记 者 何飞燕
通讯员 徐方利

本报讯 近日，中国美术家
协会官方网站公布了第十三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综合材料绘画、综
合画种·动漫两个展区的评选结
果,我县美术家协会周万能的年
画作品《欢乐中国年》和马震的
综合材料绘画作品 《渔光曲》，
通过专家评委的初评、复评，在
全国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顺利
入选。

自中国美协发布征稿通知后，

县文联多次组织美协开展宣传和
动员工作，要求会员运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歌颂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取得的巨大变化和成
就，力求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以崭新的面貌向祖国献礼。

据了解，全国美术作品展是
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国家级综
合性美术大展，每五年举办一
届。本届全国美术作品展恰逢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作品主题多
以讴歌新时代、表现人民生活变
化以及党领导下社会主义新气象
为主题。

我县两幅作品
入选全国美展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张根苗

本报讯 近日，泗洲头镇统战
办会同综治办、应急管理所、派出
所、消防队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开展夏季宗教场所消防安全专
项检查，共涉及 7个宗教场所，21
个民间信仰点。

检查组重点查看了各宗教场
所的用火、用电，消防器材的使用
和维护，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设
置等情况，并就检查中发现的个别

场所灭火器过期、安全通道内堆放
杂物，电线老化、裸露等问题，及时
向宗教场所负责人反馈，要求立即
整改。

其间，检查组还对各宗教场所
负责人进行了基本的防火、灭火常

识宣传。下一步，该镇统战办将对
检查情况进行统一梳理、汇总，督
促各宗教场所整改落实，同时跟踪
督查整改情况，杜绝安全隐患。
图为工作人员在横埕村翔龙庙检

查微型消防站器材遥

“把脉”宗教场所
夏季消防安全

记者 孙建军

上午，召集管区乡镇水厂负责
人开会，布置灾后用水保障及泵站
设施维修工作；下午，一面随石浦镇
领导赴三家村水库、利民水库现场
开展安全排查，一面继续协调水库
泄洪工作……台风“利奇马”过境好
几天了，县第二自来水公司副总经
理郑云斌还是忙得连轴转。

从 8月 9日起，郑云斌和他的
同事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到三家
村水库坝顶巡查一次，即便到台风
登陆的 10日凌晨，他们依旧保持
着 1个小时巡查一次的频率。在十
几级的狂风下，一般人站稳已经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他们
还要登上 46.5 米高的坝顶巡逻和

观察。但郑云斌的脚步很快也很
稳，在大坝上迎着狂风依旧步履矫
健。面对记者的疑问，郑云斌笑着
说：“这也就是所谓的经验吧，风虽
大，也有方法，要稍微侧着点走，并
且尽量下蹲……”
刚届不惑之年的郑云斌在水厂

已经工作了 20年，家住在石浦，单
位也在石浦。可为了在台风期间正
常保障老百姓的供水、保障水库安
全运行，他硬是三天三夜没回过家。
台风过后，郑云斌这帮“守水人”也
根本顾不上休息。

11日早上 9点，在县第二自来
水有限公司定塘泵站轰鸣的机房
里，郑云斌忙着为供水管网加压。这
个泵站是整个定塘镇主要的供水泵
站，“台风过后用水量大起来，高层

住宅的生活用水就可能上不去，我

们得把压力提高一些。”为了打好台
风过后的供水保卫战，郑云斌每隔
两到三天就到泵站调试检查一次。

据了解，除石浦外，第二自来水
有限公司还保障着鹤浦、高塘岛、定
塘、晓塘等 4个乡镇居民的用水需
求。“下午，我要把乡镇泵站都检查
一遍，这次台风把一些泵站的栏杆
都打坏了，需尽快修好。”郑云斌说。

风雨过后，天空格外清澈，日头
灼烧下的大坝摸着烫手。12日下午
2点，郑云斌的身影出现在石浦镇
番头岙村的利民水库，他随手扶起
大坝边上一块被风吹倒的警示牌，
仔细固定好，然后自大坝的一头开
始巡查。郑云斌工作起来很仔细，他
不时用双手撑住大坝围栏，努力探

出脑袋检查坝体安全。“现在水位监
测可以由专门的仪器设备来完成，
但水库有没有渗漏隐患还得靠人工
巡视哩。”郑云斌解释说，“台风天，
水库里遗留了很多垃圾，我们已经
清理干净了，现在再来检查一遍，看
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必须要这样一
段一段看仔细，不伸出头用肉眼看，
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从大坝入口到大坝另一侧的
“启闭机房”走一个来回，郑云斌的
衬衫就被汗水浸湿，豆大的汗珠从
额头和双鬓滑落。从暴风骤雨到艳
阳高照，台风过境，生活也恢复平
静。“让居民安全放心用水，是供水
人的职责与使命所在。前些天吹着
台风感觉心里很紧张，现在吹着风
心里很舒畅！”

无惧风雨“守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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