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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早中餐厨师：会做炒馅（萝卜团或麦饼筒之类
的馅，会包更好）和做海鲜面。包食宿，工资面议。工作
地址在宁波，有意向请联系周 152678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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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丹城镇林海学校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据代码：42101，票据号码：
1900376227，1900376228，1900376239，1900376240，1900
376254，声明作废。

关于第二十二届中国（象山）开渔节系列
活动期间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
第二十二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将于 2019 年 9 月 6

日至 17日在我县举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活动期间对石浦镇部分道路实施
交通管制，具体如下：

一、2019年 9月 15日上午中国（象山）开渔节祭海仪
式举行期间，当日上午 7：00时至 11：00时对铜瓦门大桥
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驶入。

二、2019年 9月 15日晚上中国（象山）开渔节妈祖巡
安仪式、千人庆丰宴活动举行期间，当日下午 16：00时至
晚上 21：00时对石浦渔港中路、渔港南路、铜瓦门大桥实
施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驶入。

三、2019年 9月 16日上午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
式举行期间，当时上午 8：00时至中午 12：00时对石浦渔
港中路、渔港南路、铜瓦门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
驶入。

届时请过往车辆自觉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管理人员
指挥通行，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
作和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第二十二届中国（象山）开渔节象山执委会办公室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 9月 9日

关于举办 2019年象山物流专题讲座的通知
随着国家政策、行业发展等因素的驱动，物流业整体增

长迅猛，合同物流更是涨势强劲，不过机遇而至，挑战并行，

合同物流行业现在正面临自身和客户需求变化的双重挑

战。针对合同物流行业发展前景、信息化整合后行业发展趋

势等相关问题, 宁波市象山现代物流园区管委会联合象山
物流研究所举办 2019年象山物流专题讲座，特邀请宁波工
程学院教授唐连生为大家解读 2018年中国合同物流发展
研究报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9月 12日（周四）下午 14：30。
地点：宁波市象山现代物流园区办公中心 9楼 902室

会议厅（殷夫路 28号）。
二、讲座主题
《2018年中国合同物流发展研究报告》解读-宁波工程

学院教授唐连生。

三、参加人员
物流相关企事业单位可根据自身意愿和需求派员参加。

四、其他事项

有兴趣参加的企事业单位请于 9 月 11 日 17：30前报
名 。 报 名 电 话 ：0574 -59181778； 联 系 人 ： 陈 老 师
13506689166。

宁波市象山现代物流园区管委会
象山物流研究所
2019年 9月 9日

耳 聋 助 听 器
喜迎中秋暨 9周年店庆，9月 14-15 日特邀浙江声桥

柴文杰主任亲临象山举行大型耳聋康复活动。
柴文杰简介：听力学学士，浙江声桥听力销售总监，从

事听力康复工作十余年。国家注册三级验配师。擅长儿童听
力学检测和各种耳聋疾病的诊断、高端客户验配、聋儿康复
指导。曾多次受邀参加瑞士、德国、丹麦等多国学术研讨会。
获得 2015年度“峰力杯”全国助听器验配师大赛团体冠军。

1.瑞士峰力，丹麦瑞声达，美国贝尔通等各大牌子特惠
验配。

2.指定机型试戴体验 30天，效果不好可退款。
3.“以旧换新”，旧机按年限可抵价 20%-50%不等。
4.响应残联“爱耳助残”政策，有残疾证用户可享受

1000元配机补贴。
象山一店：丹峰西路 156号（老便民中心对面）
电 话：65087980 活动时间：9月 14日（星期六）
象山二店：丹峰东路 178号峰力助听器
电 话：65003702 活动时间：9月 15日（星期日）

通 告
我单位承建的象山县 2018年象山县三角地至高泥

公路提升改造工程于 2019年 8月 26日竣工。经项目部
核查，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不存在任何拖欠农民工工
资情况。如有未结清的现象，请及时与我单位联系
（0574-65121528）或向宁波交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管理科（0574-59188082）与宁波交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处反映（0574-59188082）。

宁波旭野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1日

我单位承建的 S311象西线东门桥等三座桥梁维修
工程于 2016年 8月 4日完工。象西线大溪蒋桥、盛宁线
溪口桥桥梁维修工程于 2017年 4月 25日完工，经项目
部核查，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不存在任何拖欠农民
工工资情况。如有未结清的现象，请及时与我单位联系
（0574-65001968）或向象山县公路管理段工程管理科
（0574 -59129338） 与段纪委书记处反映 （0574 -
59129305）。

宁波港峰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1日

通 告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不管是城区还是乡
村，上农贸市场去买菜，家家户户
几乎天天发生着，对农贸市场的印
象或许就是嘈杂拥挤脏乱差。这种
市场通病，有望通过三年提升改
造，得到彻底改观。近日，我县出台
的《象山县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传递出这样
的民生温度。

农贸市场事关群众的“菜篮
子”，也是展示城市治理水平和文
明形象的重要窗口。三年后，象山
农贸市场将会有哪些提升？实施方
案提出，通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全
面提升我县农贸市场建设管理水

平，到 2021 年，实现“342”改造提
升攻坚行动目标。

实现 3个“100％”。城区二星
级及以上文明规范农贸市场 100%
覆盖；乡村一星级及以上文明规范
农贸市场 100%覆盖；新增三星级
及以上文明规范农贸市场 6 家，
100%完成。

建设 4个“特色”。建设精品示
范市场，打造在设施配置、管理服务
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四星级
及以上的精品示范农贸市场；建设
新型业态市场，打造在业态创新、服
务转型上具有示范借鉴效果的新型
业态市场；建设绿色环保市场，通过
垃圾分类、资源回收、限塑包装、净
菜上市等措施，建设果蔬菜皮就地

处理、净菜上市农贸市场，开展使用
菜篮子、布袋子农贸市场；建设党建
引领市场，抓党建促发展提服务，因
地制宜构建市场内的公共服务体
系，打造党建引领农贸市场。

推进 2个“整治”。 加快无证
农贸市场整治，开展无证农贸市场
大排查，实行分类处置，打造规范
公平的营商环境；加快农贸市场
及周边整治，按照文明城市创建
“十二无八有”要求，着眼常态管
理，打造内外协调的治理环境。

此前，早在 2011年开始，我县
就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全面铺
开菜市场改造提升工程，使经营设
施、市场功能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像爵溪菜场、石浦菜场、城东市场、

蓬莱菜场、西周集贸市场、汪家河
蔬菜场、中心菜市场、大碶头菜市
场已成功创建省“放心农贸市场”，
城东市场已晋级为省四星级文明
规范市场。

在此基础上，未来我县对乡村
无星级市场及城区一星级及以下
的农贸市场进行分批星级化改造，
大幅提升二星级及以上农贸市场
在全县农贸市场中的占比。对存在
安全隐患、规模小、功能差，已不符
合市场名称登记要求的市场，实行
退出机制。相关部门还将加强市场
监管服务智慧化、市场环保治理绿
色化、无证市场规范化、经营主体
专业化、运营管理长效化、党建引
领示范化等方面的提升工作。

事关群众的“菜篮子”，不断传递着浓浓的民生温暖

未来三年全县农贸市场将大变样

特约记者 胡黛虹
通 讯 员 胡潇迪

本报讯 “民警同志，感谢你
们！你们这么快就帮我找到了老
姐妹……”日前，江苏的陈奶奶
向爵溪派出所打来电话，感谢民
警帮她找到了失联多年的挚友。

8月 28日下午，爵溪派出所
收到一封来自江苏的信件，这是

一名七旬老人寻找失散了 45年的
挚友的求助信。“收到信件后，
我们也深受感染，因为字里行间
饱含了深情。对此，我们很重视，
一定要帮她实现这个心愿。”派出

所负责人说。
当天下午，派出所就开展了

调查工作。但民警发现，信中提
及到的郁某已于多年前搬离爵溪，
而且当时的登记地是一个棚户区，

现在早已拆迁，这给查找工作带
来了很大的难度。

民警并没就此放弃。通过前

往各个社区开展地毯式排摸，当
天晚上 8 点多，民警找到了郁
某的妹妹。几番周折后，最终
联系上了郁某。两位老人通了电
话，听到彼此熟悉的声音，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又回到了 45
年前……

原来，45 年前,陈奶奶与郁
某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小姐妹，后
来陈奶奶因为工作调动去到江
苏，因为受到当时通信条件所限
和住址的变更，两个挚友失联
了，这也成了陈奶奶的心结。45
年后，小姐妹变成了“老姐妹”，
思念之情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淡化，反而愈来愈深，于是就
有了陈奶奶的求助信。

一封求助信实现一个藏了几十年的心愿

江苏陈阿姨找到 45年前“老姐妹”

记 者 夏超明
通讯员 洪 雯

本报讯 日前，大徐镇工会、
妇联、团委联合该镇中心小学，
组织一年级新生在杉木洋文化
礼堂举行“礼堂启蒙、雅行启智”
仪式，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乡
土文化，给新生上了一堂精彩别
致思想道德教育课。

伴随着悠扬的古乐声，三十
多名一年级新生代表身着汉服，
精神抖擞地走进文化礼堂，参观
徐公祠和熬盐器具。杉木洋村徐
氏长者徐振男介绍了关于徐氏
文化、盐文化的故事。

老师为神态专注的学童端
正衣冠。衣冠反映出一个人的精
神面貌，这是让孩子知书明理的
第一步。整理好衣冠后，全体学

生依照礼节，向着班主任老师三
鞠躬行叩拜礼，拜认自己的首个
授业恩师。随后，由老师和长者
用毛笔蘸朱砂，在每一位学生额
头正中点上红痣。“痣”通“智”，

意为开启智慧，以此寄托美好的
愿望，从此眼明心亮，好读书，读
好书，读书好。最后，老师带领学
生齐诵《弟子规》，意在让学生学
会感恩，学会做人。

杉木洋文化礼堂是浙江省
五星级文化礼堂，一直以来，该
村立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盐文化、首任县令徐旃后裔繁衍
生息的徐氏文化，说好杉木洋故
事，传播乡土文明。此次通过举
办新生开蒙礼，让学校的学生在
开智明礼的同时，也让徐氏文化
和盐文化在下一代中得到传承
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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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教师节

值此第 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袁滨海幼儿园为老师们送上美丽康乃馨遥
一声野教师节快乐冶的问候袁表达了最美好的祝福遥 （实习记者 胡钧翔）

野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袁我庄严宣誓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噎噎冶9 月 10
日袁金星学校全体教师齐聚操场袁在阳光下面对国旗庄严宣誓袁以这种方式
庆祝第 35个教师节遥 （记者 郑丽敏 通讯员 何慧惠）

9月 10日上午袁县培智学校的孩子们精心制作礼物要要要蛋黄酥袁向老师
们献上最真挚的教师节祝福遥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李雨含）

昨日袁东陈乡中心幼儿园遥 百余对亲子做扎染尧制泥塑尧剪窗花袁动手制
作手工艺品袁为老师们送去节日的问候遥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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