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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洪笑然 通讯员 周紫琴

本报讯 近日，市民方女士向
县卫生监督所举报，称汪家河菜
场有人非法行医。当时，方女士还
用手机拍下了非法行医者的“罪
证”。

只见照片上，四名妇女围坐在
一起，乍一看以为在聊天拉家常，
细看有人的腿部扎着“明晃晃”的
银针。其中一名身穿绿色衣服的女
子正在给一名黑衣女子扎针，另外
两名女子坐在旁边等待“治疗”。在
旁边还摆着一块写有祖传秘方、专
业治疗等字样的广告牌。

执法人员立即出动。经过查

问，绿衣女子承认自己并未取得
《医师执业证书》和《医师资格证
书》，而为他人开展诊疗活动的违
法事实。目前此案已立案处理。

面对执法人员的赞扬，方女士
说：“平时在微信、报纸上经常看
到‘游医’非法行医致人伤残的报
道，我也是买菜途中正好路过看到
这么一帮人围着，举报也算是举手
之劳。”

县卫生监督所提醒广大市民，
非法行医危害大，市民如有发现，
请及时拨打政府服务热线 12345
或 卫 生 监 督 投 诉 举 报 电 话
0574-65001810，一经查实，举报
者将获得 400至 800元的奖励。

打击非法行医
谁都不是“路人甲”

特约记者 陈斌国

本报讯 国庆节前夕，北仑区
新碶街道红娘团一行 20余人慕名
来到丹东街道文峰社区“郑晓德红
娘工作室”。两地红娘切磋做媒经
验，深感横向交流好处多多。

郑晓德告诉记者，北仑、象山
隔港毗邻，大桥相连，异地工作的
大龄青年不少，两岸互通信息，便

利青年选择，有利挖掘婚配资源，
提高撮合成功率。

2011年 7月，墙头镇退休干部
郑晓德见大龄青年对象难找，于是
开设义务红娘工作室。每周日集中
接待会面，每季安排一次相亲联谊
会，节假日放弃休息加班，每年走
访跟踪、牵线面谈数百人次，促成
婚姻 15至 20对，赢得了大龄青年
和家长的称赞。

北仑、象山两地红娘
切磋“做媒经”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退役军人因突发性事
件、重大疾病等不可抗拒性因素
造成临时性生活困难，如何帮助
他们尽早渡过难关呢？日前，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印发《象山县退
役军人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将弥
补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
盖或救助的“盲区”，确保困难退
役军人都能求助有门。

据悉，该办法从今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可享临时救助的对象
为持有我县常住户籍的退役军人，
以及退役军人的未成年子女。其

主要包括以下六类：虽然已享受
定期抚恤补助或者已纳入最低生
活保障和其他专项社会救助制度
覆盖范围，但由于突发性、临时
性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
特别困难的退役军人；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 150%以内的低保边缘
户，由于特殊原因造成基本生活
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退役军人；
患重特大疾病和特殊病种疾病，

在扣除各种医疗保险、医疗救助
和社会帮困救助资金后，因个人
负担的医疗费用数额巨大，基本
生活仍难以维持的退役军人；遭
遇溺水、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

事件造成人身或财产重大损失，

在获得各种赔偿、保险和其他社
会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
难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亡故，
其家庭特别困难，无力承担丧葬
费，或者其未成年子女无父（母）
抚养的；经政府认定的其他遭遇
特殊困难的退役军人。

符合这些规定的救助对象，
其临时救助标准一般不超过我县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现行的为每
月 745元）的 9倍；特别困难的，
可以获得最高不超过本县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的 12倍。救助形式包
括发放救助金、实物和提供转介

服务 （协助申请、志愿者服务）

等救助措施。
此外，申请临时救助的退役

军人，在同一年度内原则上不得
重复申请。而有危害国家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共安全以及参与政府
明令禁止的非法活动导致个人和
家庭生活困难的；拒绝管理审批
机关调查，拒不说明致贫致困原
因的；隐瞒或不提供家庭或个人
真实情况，出具虚假证明的；有
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拒绝就业、
不自食其力的；参与或组织非法
上访的等情形，则不得申请临时
救助。

困难退役军人可享临时救助

9月 29日晚袁石浦镇党委尧政
府在申菱广场举办 野壮丽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冶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汇演遥 歌曲叶骏马奔驰保
边疆曳尧舞蹈叶刀锋曳尧歌舞叶绣红旗曳
噎噎由野新贴心冶公益服务中心组
织的节目精彩纷呈袁高潮迭起遥 全
场观众跟着音乐的旋律袁挥舞着手
中的国旗袁一起为祖国歌唱袁表达
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之情遥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金晶）

歌唱祖国

记者 郑丽敏

本报讯 日前，象山县教育局
向库车县捐赠爱心小课桌及小课
桌发放仪式在新疆库车县热斯坦
街道举行。
“有了这张小课桌，我终于可

以不用趴在炕上做作业了，我知道
我这张小课桌是象山县丹城第五
小学正一中队周语涵同学赠送的，

我回家之后要在这张小课桌上给
她写一封信。”收到小课桌的库车
学生帕黑尔丁·艾克拜尔说。

据悉，我县 2018 年 8 月向库
车县选派援疆教师 6 名，分别就
职于高中、初中、小学以及库车县
教科局。6 位援疆教师在做好教
学传帮带的同时，积极筹集物资，
之前已经向库车县捐赠冬衣
1300 套、校服 1980 套、课外书

700 余册。
援疆教师们下乡调研走访时

了解到，有些困境儿童家中没有小
课桌，做作业只能趴在炕上、台阶
上。2019年暑假，援疆教师们将这
一情况向象山县教育局做了汇报，
并得到了象山县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团工委的大力支持。随后发起
了“爱心小课桌·情暖乡村娃”小课
桌认捐活动，象山县 19所学校的

团委、少先队组织认领了 1500套
小课桌。其中象山实验小学、丹城
五小、西周小学三所学校就筹集了
1000多套。

援疆教师陈海敏说：“我们将
凝聚象山县师生爱心的 1500 套
小课桌赠送给库车县困境儿童，
帮助他们改善学习环境，我们用实
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传播‘善行
象山’。”

县教育局向库车捐赠 1500套小课桌

特约记者 胡黛虹 通讯员 徐靓靓

本报讯 10月 7日是“十一”
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又是重阳佳
节，不少人选择外出登高。但 69
岁的陈大爷登山时差点出事，幸

亏警方及时救助。
当日上午 10点 40 分，家住

新桥镇的陈大爷独自来到灵岩山

登高。走了 50 分钟到达山顶时，

他已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便坐
下来休息。谁知刚一坐下，陈大
爷立即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整
个人往后倒。身边游客发现后，
立刻扶住他。这一情况恰好被景
区巡逻的新桥派出所辅警石平安
看到，他感觉老人有中风迹象，
赶紧拨打 120，并通过对讲机叫

来民警帮忙。

翻看陈大爷的身份证后，民
警随即通过派出所联系其家人赶
来。在等待 120 救护车时，民警
一边对陈大爷肢体进行按摩，加
快血液循环，一边不停和他说话，
防止其昏睡。中午 12点左右，救
护车与家人赶到现场。民警和陈
大爷家人一起将他抬下山，尽最

大努力争取救治时间。警方的快
速救助和热心服务，博得了现场
游客们的点赞。目前，中风的陈
大爷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宁波
第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警方提醒，节假日游客众
多，有病史和高龄的游客要更加
注意，最好有家属陪同，并随身
携带药品。

69岁大爷重阳登高突发中风
警方紧急救助化险为夷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董之文

本报讯 国庆节前夕，丹城第
五小学 407班师生来到县档案馆，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研学活动，激发大家爱党、爱国、
爱家乡情怀。

师生们走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党章学堂，仔细聆听解说员
对中国共产党党章历史发展过程

的生动介绍，认真观看《党章的历
程》记录片，深刻感受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
目的成就。

师生们还参观了象山发展沿
革展览、孙茂芳事迹展览厅、陈汉
章史迹陈列馆、何志浩珍贵档案陈
列室等，通过一件件凝结着历史印
记的实物，近距离见证家乡的发展
历程，感受乡贤榜样的力量。

看档案 知党史 爱家乡

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 XCQ2019015-2

受象山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经县国资局同意，定于 2019
年 10月 16日下午 2时在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交易大厅（象山县象
山港路 300号百福大厦裙楼四楼）举行租赁权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
1.位于象山县丹西街道丹阳公园综合洗车场共 11个标的（新丰路与丹阳

路交叉口东北角）的租赁权，分体拍卖。租赁面积约 240㎡/标的，租赁期限为五
年，首年租金起拍价 99000元/标的，拍卖保证金：40000元/标的。

2.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新华路 186-1号 5楼北首房屋的租赁权，租赁面积
约 280.21㎡，租赁期限为五年，首年租金起拍价 43700元，拍卖保证金：20000
元。

3.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新华路 186-1号 5楼南首房屋的租赁权，租赁面积
约 280.21㎡，租赁期限为五年，首年租金起拍价 43700元，拍卖保证金：20000
元。

注意事项：淤三个标的第二年起租金均在上年基础上不递增。于标的 1为
临时建筑、无地名门牌、无产权证，根据县政府〔2014〕28号会议纪要精神，设计
用途为洗车场（不能办修理厂），招租对象为在丹城城区已办理洗车经营执照
的商户。盂标的 2、3不得经营餐饮、住宿、易燃易爆等影响周边环境的行业，具
体经营用途须符合当地规划、卫生、公安、消防、城管等部门的限制和要求。

二、标的展示、报名登记时间：2019年 10月 14日、10月 15日（工作时间）。
三、报名登记地点：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大厅。
四、报名办法：1.竞买人须在 2019年 10月 15日下午 4时前将拍卖保证金

缴付至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企业报名必须以本企业对公账户汇保
证金，开户名：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象山县支行，账
号：3901340009000050115，以实际到账时间为准），并凭银行缴款凭证至象山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4楼财务室开具保证金收据，逾期不予办理。2.竞买人随
带有效身份证件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标的 1：带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原件、公章等；标的 2、3：个人带身份证，企业带营业执照原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原件、公章等），授权他人的则出具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五、失信人员和失信企业不得参与竞买。
六、拍卖方式：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不到保留价不成交。
七、联系电话：87708905、87704115
八、交易中心网址：http://xiangshan.bidding.gov.cn/
九、详细情况见本次拍卖须知。

浙江三江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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