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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霞

本报讯 起居照料、送餐、洗衣
服，甚至大小便失禁清理……这些
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符合政府“买
单”条件的老年人就能按规定免费
享受。日前，我县出台《象山县居家
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并
将于 2019年 12月 1日起施行。

该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出资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标准、方式以
及内容，并将乡镇、街道作为购买
主体，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样化、
个性化的服务。

根据办法规定，列入政府
“买单”的居家养老服务分为基本

保障对象与基本服务对象。基本
保障对象为具有本县户籍并居住
在本县的 60周岁（含）以上的重
度失能失智、中度失能失智老年
人。这些老年人只需符合以下条
件中的任一项就可享受免费服务：
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优抚对象；本
人或子女获得县级以上见义勇为
荣誉称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其中，重度失能
（失智） 给予每人每月 45 小时，
中度失能（失智） 给予每人每月
30小时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基本服务对象
为：具有本县户籍并居住在本县的

80周岁（含）以上居家老年人以及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中的 70 周岁
（含）以上居家老年人，每人每月提
供 3小时的免费居家养老服务。

据了解，这里所指的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也就是常说的失独家
庭，为首次列入补助对象。

而不符合以上条件，但有经济
能力、有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可以
自费购买服务。居家养老政府购买
服务的服务费最高限价为 25元 /
小时。

服务内容包括生活照料、健康
护理、精神慰藉等三大类 28项。具
体包括：起居照料、饮食服务、失禁
清理、联系亲友、洗浴理发、生活咨

询、疑难求助、代领保障金、代缴水
电费；健康教育、生活自理能力训
练、护理照料、紧急援助服务；上门
探视、陪同聊天、读书读报、心理疏
导等。

目前，我县共有老年人 12.97
万人。符合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
务条件的老年人，可根据本人自
愿接受服务的原则，携带相应证
明材料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
提出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申请，并
可根据自身需求自行选择养老服
务项目。到 2020 年，我县符合条
件的居家老年人享受政府购买服
务将实现全覆盖，居家养老进入
一个“新纪元”。

我县老年人的新福利来了
《象山县居家养老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出台，12月 1日起施行

记 者 郑 勤
通讯员 蔡亮亮 朱丹丹

本报讯 水是生命之源，保护
饮用水水源，就是保护生命线。近
日，垂钓者张某、龙某某、孙某某等
8人因为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违法垂钓，被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
局每人罚款 300元。

11月 2日至 3日，市生态环境

局象山分局联合县公安、综合行政
执法、饮用水源保护区所在地政府
和水库管理处等部门，对全县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开展专项巡查行动，
重点巡查区域内是否存在垂钓、烧
烤、游泳、影视拍摄、违建项目建设、
违法网箱养殖等违法行为。其间，在
上张水库、平潭水库等区域巡查时，

执法人员发现多名垂钓者。
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对垂钓者

进行思想教育，现场做好勘察及
调查询问笔录，并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
条第二款“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 500元以下的罚款”规
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垂钓，并

处每人罚款 300元。
“这是近年来，我局针对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违法行为开出的首批罚
单。”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一直以来，象山分局都在
积极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每月不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巡查，对
发现的垂钓、游泳、烧烤等行为当即
进行劝停、劝离，但仍有市民“以身
试法”屡劝不改。

因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钓鱼

8名垂钓者被各罚 300元

见习记者 史妮妮
通 讯 员 王 静 陆彦名

近日，县城乡公交定塘分公司
的班线驾驶员吴善杰突然收到一
封感谢信，感谢他两年前的一个善
意之举。

这要从 2017年夏天一场生死
救援说起。那天，退休员工李冬鸣
从定塘乘坐 301路（现 395路）公
交车去石浦，途经下洋墩时，忽然
两眼一黑，一阵晕眩，摔倒不省人
事。当时正是吴善杰驾驶这辆车，
见到这个情况，他立马靠边停车，
根据平时所学的急救知识按捏李
冬鸣身体各个部位。但李冬鸣毫无
反应，依旧脸色铁青，全身冰冷。吴

师傅果断决定，驱车送病人去台胞
医院。就在快到医院时，李冬鸣苏

醒了过来。意识清醒后觉得自己身
体没有什么异样，他谢绝了去医院
的提议，吴善杰就将他载到了石浦
西站。在西站李冬鸣休息了近一小
时，而不放心的吴善杰，也在他身
边寸步不离地陪了近一小时，并在

李冬鸣离去时依然嘱咐他一定要
去医院查看。
“当年这起晕倒事件其实并不

是第一次发生，但因为那次事情，
让我引起了重视，就去咨询了医
生。医生告诉我这是酒后抽烟，导
致酒精和尼古丁反应引起的小概
率中毒，死亡率高达 98%。自此之
后，我就戒烟戒酒了。”李冬鸣说。

近日，在石浦西站候车的李冬
鸣，偶遇了当年的“救命恩人”，一
时间思绪万千，闲谈之后才知道这
位把“乘客当亲人”的驾驶员名叫
吴善杰。而当年默默做了好事不留
名的吴善杰，未把此事放在心上，
也并未上报公司。直到今年 10月
28 日李冬鸣写下这封迟到两年的
感谢信，专程送到县城乡公交总公
司，吴善杰当年做的好事才得以
“曝光”。

一封迟到两年的感谢信

记 者 洪笑然
通讯员 丁一博

本报讯“来人呀，有人晕倒了
……”近日，在象山卫校的多功能
厅里，《应急救护》公益课正在进行
急救现场模拟演示。《应急救护》课
程自今年 8月以来已开办了 2期，
近 200位市民参加了学习。

据了解，该校公益课程 《应
急救护》 一发布，瞬间就成了
“网红”课。课程主要围绕包扎、
CPR、搬运转移等内容，面向市
民教授急救基本知识与技能（通

过考核的可以取得由县红十会颁
发的急救员证书），目的就是普及
医疗常识，传授自救互救本领，
提升大家的卫生健康综合素养。
除了急救课，该校公益课堂还

开办冠心病、脑卒中、食物中毒、
动物咬伤等共七类卫生健康课程，
每月一个主题，面向社会免费开
放，重点向大家讲授常见医疗问题
防范技能、处置原则、操作方法与
实用技巧。据介绍，该校还计划深
入企业和乡镇送学送教送服务，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公
共卫生健康服务。

卫校公益课市民抢着学

通讯员 陈斌顺 应海英

本报讯 秋风习习，天朗气
清。 11月 5日，鹤浦镇黄金坦村
迎来“农信杯”老年门球交流赛。

追、撞、躲、守……赛场上，老
人们自如地挥着球杆，灵巧、娴熟、

稳健的击球技术赢得阵阵喝彩，充

分展现了蓬勃、健康、向上的良好
精神风貌。

本次老年门球交流赛由鹤浦
信用社赞助，黄金坦村主办，鹤浦

镇老年门球协会协办，共有来自我
县南片乡镇的 7支队伍参加。

海岛举办老年门球交流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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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石浦镇马峙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副本，NO：330225-1071600，声明作废。

丰饶路 218号、222-224号
商业用房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XCQ2019032
受象山县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委托，经象山县国资局同意，定于

2019年 11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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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拍卖会，先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拍卖保证金：2 万元/套）。

上述标的租期 3年，标的第二年起租金不递增。
注：原承租人按规定报名并参加拍卖的，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

优先租赁权，如未报名参加拍卖的，则视为放弃优先租赁权。

二、报名、展示时间：2019年 11月 20—21日（工作时间）
三、报名地点：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大厅
四、报名办法：1.请竞买人于 2019年 11 月 21 日下午 4 时前将拍

卖保证金汇至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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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室开具保证金收据，逾期不予办理。2.在规定的时间内，竞买人随
带有效证件（本人身份证或相应的营业执照副本、公章），保证金收据

原件及复印件由竞买人本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3. 失信人员和企业
（单位）不得参与竞买。

五、拍卖方式：本次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六、联系电话：87848565 13738859868
七、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网址：Http://xiangshan.bidding.gov.cn/
八、详细情况请见本次拍卖须知

浙江华夏拍卖有限公司

序号

1
2

坐落位置

丹东街道丰饶路218号（1-2层）
丹东街道丰饶路 222-224号
（1-2层）

租赁面积
（㎡）

226.2
452.3

租赁用途

商业用房

商业用房

首年租金
起拍价（万元）

7.5
15

通 知
各用水户:

因象山县第一自来水有限公司营业收费系统
升级，11月 13日开始原缴费用户号中“-”将由“0”
替换，例如：原缴费用户号为 188888-88更新为
188888088。缴费用户号中不带“-”的保持不变，银
行绑定代扣水费用户无需重新办理，各银行会自动
更新。11月 7日至 14日暂停办理水费相关的银行
所有业务，11月 12日至 11月 14日暂停所有缴纳
水费业务（现金、支付宝、微信、村邮）。
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24小时热线电话:0574-65716520

象山县第一自来水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6日

象山港路房屋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 XCQ2019028

受象山县传媒中心（象山县广播电视台）委托，经县财政局

同意，定于 2019年 11月 22日下午2：00在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象山县象山港路 300号百福大厦裙楼）四楼交易大厅举行
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象山县丹西街道象山港路 508号广电
大厦附属楼房屋的 5年租赁权，使用面积约 2700平方米，首年
租金起拍价 1098147元，从第二年起租金每年在上年基础上按
2%递增。
经营范围：不得经营餐饮、娱乐、浴场等有噪音及影响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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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与展示时间：2019年 11月 20日-21日（工作时间）。
三、报名地点：象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四楼报名窗口。

四、报名办法：1.竞买人须在 2019年 11月 21日下午 4：00
前将保证金 16万元缴付至指定账户（户名：象山县产权交易中
心 ， 开 户 银 行 ：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象 山 支 行 ， 账 号

3901340009000050115，以实际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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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
人带有效证件（个人带身份证；企业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公章等）、保证金收据等办理报名登记手续。企业报名必

须以本企业对公账户汇保证金。2.失信人员和失信企业不得参
与竞买。

注：原承租人按规定报名并参加拍卖的，在同等价格条件

下享有优先租赁权，如未报名参加拍卖的，则视为放弃优先租

赁权。

五、拍卖方式：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不到保留价

不成交。

六、联系电话：65762819、13858385626
七、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xiangshan.bidding.gov.

cn/。
八、宁波佳和拍卖有限公司网站：www.jiahepaimai.com。或

关注公司微信公众号：“宁波佳和拍卖”查询。

未尽事宜详见本次拍卖须知。

宁波佳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24日

销户公告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用户连续六个月

不用电，也不申请办理暂停用电手续者，供电企业须以销户终

止其用电。我公司对超过六个月未用电的高压用户进行了清

理，请象山丹城季伟针织厂（丹城）于见报之日起七日内到当

地所在供电营业窗口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同自愿

销户，我公司将主动办理销户手续。

特此公告。

国网浙江象山县供电公司

记者 陈佳雯 通讯员 陈挺

本报讯“好大一条鱼，快来
看！”昨日，浙象渔 50317船捕
到一条“怪鱼”。经核查，这是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
鲟，随即将其放生大海。

当天上午 8 时，浙象渔
50317船在东经 123 度 21 分、
北纬 33 度 07 分海区作业，起

网时，发现网内有一条“怪鱼”。
“头呈长三角形，口前有 4条触
须，背部有一条类似‘电线管’的
东西。”船长黎才良隐约感觉这
条鱼不同寻常，立即拍照咨询县
水利和渔业局相关人员。

经浙江省海洋水产研究所
相关专家鉴定，这条“怪鱼”是野

生的中华鲟！这条中华鲟目测长

度超过 3米，重量约 400斤，健
康状况良好，表面没有任何损
伤，可以放生。

中华鲟是水生物中的“活化
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中华鲟类
的祖先在地球上已有 1.4亿年
的历史，是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
一，主要分布于中国长江干流金
沙江以下至入海河口，其他水系
如赣江、钱塘江等水系偶有出
现。
“渔民对捕捞到的珍稀野生

动物能够及时报告，主动核实，

反映了渔民保护珍稀野生动物
的意识逐年提高，渔业资源和生
态环境宣传也起到了良好的作
用。”县水利和渔业局相关负责
人说。

象山一渔船
误捕放生中华鲟
长 米余，重约 斤，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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