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佳雯 通讯员 计立存

本报讯 3月 24日，县海洋与
渔业行政执法大队执法船艇在
197-7、197-8海区集中执法检查
时，发现浙岭渔 225XX、浙岭渔
225XX、浙椒渔 780XX、闽霞渔
099XX、苏赣渔 020XX等 5艘渔
船在“机轮拖网禁渔区线”内违规
从事拖网作业，被当场抓获。

此次被抓获的违法作业渔船
分别来自温岭、椒江、福建、江苏
等地。目前，违规渔船已被扣押回
石浦港，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当中。

早在 1955年，我国就颁布了
《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
渔业禁渔区的命令》，规定凡机轮

拖网渔业，即备有螺旋推进器的渔
轮、拖曳网具等都不得在禁渔区线
内作业。执法人员介绍，禁渔区线
内是不少鱼、虾、贝类产卵场、越冬
场和幼体索饵区域，上述渔船的作
业方式会严重损害各类海洋生物
的栖息场所，破坏渔业资源和海洋
生态环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的相关规定。

下一步，渔业执法部门将继续
加大海上巡查和监管力度，加强渔
民宣传教育，有效遏制禁渔区线内
拖网渔船违法生产行为，维护海上
渔业正常生产秩序。在此，也提醒
广大渔民，在海上作业过程中，要
自觉遵守渔业部门的相关规定，守
法捕捞，安全生产，保障渔业经济
可持续发展。

通讯员 符瑜

本报讯 日前，我县鲍根法被
司法部评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排查 早调解 护稳定 迎国庆”
专项活动表现突出个人，并受到通

报表扬。
鲍根法是县司法局西周司法

所所长、西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

解员，从事人民调解工作近 20年。
自专项活动开展以来，鲍根法积极
走访排摸辖区矛盾隐患，注重通过
融合“村民说事”机制，有效将矛盾
纠纷吸附在当地，消化在萌芽状态。
多年来，鲍根法和他的同事们累计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1000余起，调
解成功率达 98%以上，为维护辖区
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通讯员 江妮 郑洪 记者 金旭

本报讯“半熟芝士蛋糕、达利
园瑞士卷、老北琼提子味蛋糕都已
经过期了……”近日，爵溪市场监
管所在辖区某商超货架上发现多
款过期商品，当场予以查封扣押。

受到疫情影响，我县不少商
超、副食品店出现了货品堆积情
况。对此，3月 10起，县市场监管
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为期 2个月
的疫情防控期间积压食品及原料
专项清查行动。

该项行动以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生产小作坊、小食杂店、食品批

发市场、餐饮服务提供者等停产
停工时间较长的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为重点检查对象，主要检查有
无使用变质过期原料加工生产食
品、有无经营过期食品等违法违
规行为。通过督促落实主体责任、
全面开展监督检查、强化违法违
规打击、加强抽检监测力度和营
造联防联控氛围等工作举措，确
保群众饮食安全。

截至 3月 24日，该局已累计出
动执法人员 1567人次，检查各类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 4191家,无害化处
置积压食品及原料 19.7公斤，立案
查处经营过期食品案件 3起。

记者 郑勤

“小薛、方迪，你俩今天主要负
责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一定要做好
个人防护，不可大意啊。”“小邓，你
等会就和我一起去集中隔离点，采

集入境人员的新冠标本吧。”……3
月 25日一早，县疾控中心检验科
科长陆昱养安排好手头的工作，就
立即穿上防护服、戴好手套和护目
镜，带上病毒采样管和生物安全运
送箱，开始了新一天的核酸检测样
本采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这已是她的“家常便饭”。

核酸检测是确诊患者是否感染
新冠病毒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对

于早发现、早诊断起到重要作用，是
抗击疫情一线战场不可或缺的支
撑。与病毒“近身搏斗”，陆昱养坦
言，心里也曾害怕恐惧过，但从未想

过退缩，为全县人民筑牢疫情防控
的“铜墙铁壁”，是疾控人的一份责
任。

每天，陆昱养和她的团队身处
抗疫一线，直面病毒拼力“交战”：分
组奔赴各地采样、赶赴市疾控中心
送样、改造升级原实验室、及时检测
病毒样本、组织开展防疫培训……
她带领团队投身最前线，勇敢斩断
病毒传播的魔爪，全力守护着群众
的生命安全。

“之前最忙的时候，我们得兵分
三路前往各个集中隔离点和居家隔
离点，一天要采集近 100份疑似病
人的鼻咽拭子和痰液样本，经常一
站就是好几个小时。”陆昱养说。全

副武装的闷热和行动不便，导致采
样速度相对较慢，加上护目镜上总
会布满雾气，标本采集时注意力得
保持高度集中，每一个动作都得小

心翼翼才行。
每一例疑似病例的排查、确认，

都离不开及时的检验和细致的复
核。“只有争分夺秒、尽快检测，把病
毒揪出来，才能有效避免其他人感
染。”陆昱养说。起初，她每天得赶在
上午八点半之前把样本送到市疾控
中心病毒所检测。为提高病毒检测
效率，在县卫健委和宁波疾控病毒
所的帮助指导下，她和团队快速购
置了全自动核酸提取仪、荧光定量
PCR仪，用三天时间对县疾控中心

的实验室进行改造升级，并于 1月
30日正式开始核酸样本检测，至今
已准确完成检测 4000余例。

疫情重压之下，与病毒“近身搏
斗”的陆昱养已经连续工作了 50
多天。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
好，近期核酸检测的工作量也终于
与日俱减。“我县已经连续一个多月
所有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了！”陆昱
养由衷地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
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疫”，已经离胜
利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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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浦渔人码头营业用房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 XCQ2019026-1

受象山水产城渔人码头海洋休闲有限公司委托，经国资局同意，定于 2020年 4月 10 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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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象山县石浦镇文旦港水产城内渔人码头的六间 1至 4 层营业用房租赁权，建筑面积 1111.25m2，年租金起
拍价 22.7万元，租期五年，租期内租金不递增，经营项目须符合渔人码头旅游相关产业。

二、报名、展示时间：2020年 4月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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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竞租报名时须携带有效证件（本人身份证或相应的营业执照副本、公章），授权他人的则出具法人（自然人）授权委托书

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报名时须支付 3万元的拍卖保证金，票据支付的保证金须于 2020年 4月 9日 16时前到县产权交易中
心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开户行：工商银行象山支行；账号：3901340009000050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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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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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电话：13606784850（陈） 0574-89507577
七、中心网址：http://baosui.bidding.gov.cn/
八、亚德拍卖网址：www.nbyade.com或关注公司微信公众号：“宁波亚德拍卖有限公司”查询
九、详细情况请见本次招租须知
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拍卖会时间有可能会调整，请关注网站信息。

宁波亚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5日

建设路、体育场路营业用房租赁权拍卖公告
编号 XCQ2020002

受象山县体育中心委托，经县财政局同意，定于 2020年 4月 23 日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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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淤标的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建设路 282 号健身大楼 3 至 5 层部分营业用房，建筑面积约 2000m2，【年租金起拍
价 28.77万元，保证金 5万元】，租期五年，租期内租金不递增，经营项目仅限于体育相关产业；

于标的位于象山县丹东街道体育场路 49-51 号营业用房，建筑面积 89.42m2，【年租金起拍价 4 万元，保证金 1 万元】，租期三
年，租期内租金不递增，经营项目不得用于餐饮、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经营。

二、报名、展示时间：2020年 4月 2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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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竞租报名时须携带有效证件（本人身份证或相应的营业执照副本、公章），授权他人的则出具法人（自然

人）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报名时须支付相应的拍卖保证金，票据支付的保证金须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 16 时前到
县产权交易中心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象山县产权交易中心：开户行：工商银行象山支行；账号：3901340009000050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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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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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联系电话：13606784850（陈） 0574-89507577
七、中心网址：http://baosui.bidding.gov.cn/
八、亚德拍卖网址：www.nbyade.com 或关注公司微信公众号：“宁波亚德拍卖有限公司”查询
九、详细情况请见本次招租须知
注：根据疫情防控情况，拍卖会时间有可能会调整，请关注网站信息。

宁波亚德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5 日

公 示
我公司承建的象山申怡广场 1#、2#

楼外墙装饰工程于 2017年 5月 30日通
过了工程验收，并于 2019年 9月 23日取
得整体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经项目
部核查，农民工工资已发放完毕，不存在
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如有未结清现象，
请及时与我单位联系（0519-88118998）或
向象山县住建局建管科联系（0574 -
89387553）。

常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 3月 24日

记者 黄玎

本报讯 伴随着欢声笑语，3月
25日早上 8点，象山黄金海岸国际
旅行社的旅游大巴载着 29名旅客
准时从县体育馆北门开出，驶向宁
波植物园和东钱湖。这是复工复产
以来，我县发出的首个旅行团。

作为首批游客，喜欢摄影和旅
游的市民翟女士愉悦之情溢于言
表：“在家关了这么久，今天终于能
出来放风了！”本来春节期间就有出
行计划，由于疫情原因，翟女士只能
待在家中，但她也一直在关注旅行
社发团的相关消息，看到旅行社可
以参团的消息后，立马就报了名。

3月 18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下发了《关于本省旅行社和在线
服务平台恢复部分营活动的通知》，
给行业释放了积极信号。象山黄金
海岸国际旅行社第一时间整合省
内旅游资源，恢复、开发了一批赏花
踏春游、影视文化自驾游等县内游
产品以及宁波市区、台州、杭州、绍
兴等周边游产品。

象山黄金海岸国际旅行社总
经理赵阳介绍，此次旅行安排的是
53座的旅游大巴，按照要求，只接
收了 29名客人，避免游客们过于
近距离的接触。此外，车上还准备
了口罩、消毒巾、洗手液、额温枪等
防护用品，参团的游客除了需持有
健康码之外，在上下车和游玩途中
都会测量体温并进行登记。

陆昱养：与病毒“近身搏斗”的疾控人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蔡道

本报讯 昨日，封闭了两个月
之久的象山县老年公寓的大门终
于打开，一大早就迎来了第一位
返院老人蒋阿姨。
“总算可以回来了，看到你们

真开心！”一入院门，蒋阿姨就拿

出了准备好的甬行证，迎候的公
寓副主任吴姬敏把她扶到椅子上
坐好，笑着说：“蒋阿姨，欢迎您回
来，我们都想您了。”测量体温后，
蒋阿姨当场签署了返院承诺书。
接着，她坐上公寓的接送车，由入
住的 15号楼主管一路护送回房
间。据了解，得知老人返院，护理

员早早地对房间进行清洁通风。
随着疫情逐步缓解，根据《浙

江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养老服务
机构恢复服务的通知》精神，县民
政局下发通知，全县各养老机构，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
可有序恢复开放。从 3月 25 日
起，春节期间回家过年的 150多

位老人将陆续回到老年公寓这个
大家庭，重新开始幸福的晚年生
活。“老人返院可采用预约方式办
理入住，这样可以错开时间，避免
人员聚集。”公寓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还将开放更多的床位供给新
入院的老年人。

（记者 蒋曼儒 摄）

春来“疫”去 省内游恢复后

我县首个旅行团昨日出游踏春

迎
老
人
﹃
返
家
﹄

禁渔区线内违规捕捞
5艘外地渔船被抓获

鲍根法
获司法部通报表扬

清查积压食品及原料

3 月以来，县交通质监站对我
县 8 个复工复产的公路水运工程
在建项目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行动，重点检查防疫管控情况、防
疫物资准备、施工安全措施等是否
落实到位，询问项目在复工复产上
是否遇到困难，核查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能力。

截至目前，交通质监站共出动
执法人员 24人次，发现安全隐患
29条，制发意见书 8份，行政处罚
企业 1家。下步，将重点复查前期
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确保整改到
位，保障全县公路水运工程参建企
业有序复工。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胡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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