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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面招租
位于丹城繁华的商贸中心天安路

（步行街西出口）步西路 2号三间店面，
面积约 100平方米，欲对外招租。

联 系 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13656888426

通 告
我单位承建的 2017 年泗长线

K5+000—K11 +550 弯道整治工程于
2018 年 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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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朱建设，电话：
1356632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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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海县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丹东小区，130 平方米，精
装保养良好，车棚 30平方米，售
价 166万元。

中介：18057466267。

文峰学区房出售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吴宙洋

本报讯 4月份，电影 《中阳
一门三进士》 《卸岭之地下惊龙》
《大唐龙雀卫》相继开机；5月 14
日，网络大电影 《大航海王》、西
游题材的《齐天大圣》开机；5月
15 日，网络大电影 《神秘任务》
开机……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趋
稳，生产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象山
影视城也迎来了一波开机潮。

据介绍，至目前，象山影视
城共有 28个剧组有序开拍或顺利
杀青，21个剧组已在预约和筹备
中，其中投资拍摄资金过亿元的
剧组就有 4 个。而在疫情期间，
象山影视城通过线上平台对接意
向剧组 61 个，其中 38 个剧组已
进行网上看景。

“我们提前通过网络线上看景、
预约，以及影视城推出的剧组复工
全程代办七天服务等举措，开机前
的各项筹备工作得到一一落实。等
演职人员一到位就立刻复工开拍，
尽可能地减少了疫情对拍摄的影
响。”武侠电影《卸岭之地下惊龙》
的导演鞠觉亮介绍，2月份，象山
影视城发布八项举措为影视行业
“降压”，其中包含提供全程代办服
务、加强健康安全服务、加大复工
剧组拍摄优惠力度等诸多内容，为
剧组解了燃眉之急。剧组复工拍摄
也严格执行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
部分多人参与的大场面镜头都将延
后拍摄，确保疫情防控和有序拍摄
两不误。

随着剧组相继开机拍摄，影
视上下游配套企业也逐渐忙碌了

起来。对比 2月份的无订单可接，
世纪新峰影视器材租赁公司这两
个月的生意有了很大起色。“目
前公司手上共有 12个剧组的影视
器材租赁合同，营业额达 600 万
元，相比去年同期不降反升。”负
责人邵建福告诉记者，在疫情修
整期间，该公司花费 2400万元更
新器材设备，逆势开始“修炼内
功”。同时响应影视城提出的倡
议，对前来租赁影视器材的剧组
以市场最低价 （在原收费基础上
降价 20%~30%）提供灯光、器材
等服务，全力助力影视产业复工
复产。部分剧组受疫情影响损失

很大，导致拍摄经费不足，他们
便为其“免单”。

下一步，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象山影视城将进一
步拓展开辟现代戏外景地，打造国
内现代戏拍摄影视基地。同时，建
设军事题材、法制题材影视拍摄基
地，完善多样化配套服务。另一方
面，打造上盘编剧村、灵岙演员
村、高塘道具村等产业特色村，发
挥产业配套集聚效应。影视城内，
推出《穿越上海滩》影视拍摄体验
秀、“激情与速度”好莱坞影视特
技实景演艺秀等，进一步丰富现有
影视产品，满足游客需求。

我县影视文化产业逐步向阳

记者 吴敏勇

本报讯 又到了西瓜上市季，
在定塘镇金牛港村先存家庭农场
种植基地，今年首次试种的“提
味”西瓜陆续赶早上市。

农场负责人刘先存有着 20
多年西瓜种植经验，以前种的一直

是宁波瓜果市场上常见的“8424”
品种。“第一年种植‘提味’，刚开始
时心里确实没有底。”刘先存说，眼
下，随着基地西瓜陆续成熟、采摘
上市，他的心才放了下来。

据介绍，一直以来，我县本地
以“8424”为主栽品种，但一个西
瓜品种种植时间长了，就会出现

抗逆性差、品质下降等问题，亟须
选育优良品种更新换代。县农业
农村局技术人员表示，经过多年
精心选育，市农科院成功培育“提
味”西瓜，该品种具有皮薄、甜度
高、口感脆、产量高等优点，下一
步将把“提味”西瓜作为本地主栽
品种进行推广种植。

据刘先存介绍，今年主要栽
培了“提味”和“8424”两个品种，
以及试种“早春红玉”“特小凤”
“八戒”等品种，共计 20亩。目前，
“提味”第一茬瓜亩产 1200 公
斤，比“8424”亩产增产 100公斤
至 150公斤，每公斤售价 7元，
每亩能增收约 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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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金 旭
通讯员 陈琪元 周素琴

本报讯 近日，浙江元虎食品有
限公司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
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顺利通过公
示。该公司成为我县首家获得定量
包装商品“C”标志使用资格企业，
为我县定量包装企业的发展树立了
坚实标杆。
“C”标志是定量包装商品生产

企业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商品
通过认证贴上“C”标志，即表明其
产品净含量是有保证的，消费者可
据此放心购买到足量的商品。2019
年 1月 2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全面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生产
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声明制度的
公告》发布，标志着我省正式开始实
施定量包装商品“C”标志制度。

浙江元虎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
集生产、养殖、科研于一体的食品加

工企业。近年来，遵循“品质优先、质
量第一”的生产方针，“元虎牌”商标
获得浙江省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企业相继获评象山县和宁波市农业
龙头企业等称号。之前，该企业向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网上传企
业基本信息、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
价表和产品目录，申请定量包装生
产企业“C”标志。经公开公示后，顺
利获得定量包装商品“C”标志使用
资格。

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在出厂产
品上印上“C”标志，可让消费者更
加放心地购买企业产品，对树立企
业良好口碑、开辟销售市场、提高产
品销量等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采用
“企业自我声明 +政府后续监管 +
市场监督”的管理模式，帮助我县企
业提高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准确
率和计量保证能力，切实维护消费
者和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

元虎食品获得“C”标志使用资格

记 者 史妮妮
通讯员 姜 萍

本报讯 近日，高塘岛乡石三
线至杏八农村公路通过了竣工验
收。

高塘岛乡石三线至杏八农村
公路工程路线起点与石三线道路
相交，成 T型交叉，并于树七西
侧水泥路相交，成十字交叉，终
点与现状水泥路相交，成 T 型交
叉，全长 2.11公里。按四级公路

等级设计，路基宽度 6.5 米，行
车道 6米，设计速度 20km/h。

验收委员会通过对工程外观质
量、内业质量保证资料进行检查，
经过仔细研究讨论和评议，综合考
评后，认为该工程质量基本符合技

术标准及设计和规范要求，原则上
通过竣工验收。同时，针对发现的
若干问题，如路面污染，局部边沟
未清理，内业资料填写不规范等，
要求建设单位尽快责令落实整改到
位。

高塘岛乡石三线至杏八农村公路通过竣工验收

记者 张伟海

本报讯 近日，城区金港花
园、海城阳光苑、世纪花园、海
御官邸及东城乡城南御府等 5个
高层住宅小区消防设施维修改造
方案全面进入评审阶段。据悉，
我县力争在本月底前完成所有高
层住宅小区的消防设施维修改造
方案评审，为实施维修改造工作
奠定基础。

县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消防设施维修改造是消防安全整
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维
修改造内容主要包括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自动喷淋灭火系统、消火
栓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疏散照
明系统、各类标识、微型消防站
等，以及电瓶车集中停放区域、充
电设施改造及配套消防设施补充
完善。

今年以来，我县启动高层住宅
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工作，专门成立
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有关工作方
案，通过前期摸底调查、居民说事、
部门联动、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
效管理机制等措施，切实消除消防
安全隐患。

据了解，全县共有 65个高层
住宅小区，此次消防设施维修改
造以镇乡（街道）为实施主体，县
住建局负责前期维修的评估和牵
头协调工作。项目立项、施工图设
计、招投标、项目实施等均由镇乡
（街道）负责管理。对于有专项维
修资金的小区，按照动用专项维
修资金 50%+ 县财政补贴资金
50%的方式落实维修改造资金；
未设立专项维修资金的小区按照
业主自筹资金 50%，县财政补贴
资金 50%的方式落实维修改造
资金。

高层住宅消防安全
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记 者 陈雨露
通讯员 童芬芳

本报讯 近日，县文化馆组织
开展农民画专题培训，10余名象
山农民画创作骨干及美术爱好者
参加培训，为即将到来的 2020“决
胜全面小康”全国农民画作品展览
做准备。

此次培训为期两天。来自浙
江省美术家协会的讲师李云雷，
用生动诙谐的语言讲授农民画专
业知识，并展示、赏析了各类优秀

作品案例。课后，老师还对学员们
的每一幅参展初稿进行现场指
导，并逐一提出修改意见，探讨新
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令农民
画作者耳目一新。大家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获益匪浅，回去后会完
善不足之处，创作更多精品，全力
以赴“进军”全国展。

据了解，我县目前共有农民画
作者 40余人，此前已有 13幅作
品入选全国农民画展。本届展览将
于 9月 22日在杭州市富阳公望美
术馆拉开序幕。

象山“土画家”
备战全国农民画展

记 者 郑丽敏 通讯员 谢锡光

本报讯 日前，县委老干部局
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决定，将
每月的党员夜学时间确定为“党费
交纳日”，要求“自己交、按时交、交
现金”。当天晚上，15名党员现场
交纳党费 1000余元。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微
信、支付宝等便捷支付方式虽然融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消费中，然而，
党费交纳不同于购买商品或服务，

对于党员来说，它是一项庄严神圣
的政治任务，是每一名党员应该履
行的义务。交纳党费的“仪式感”，
提醒着党员的身份、义务和使命。

该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党员
每交纳一次党费，就唤醒一次个人
的党性自觉和党员意识，这是党费
制度的核心价值所在。通过这样积
极、主动、自觉的“仪式感”，体现了
全体党员干部拥抱新时代、担当新
使命、展示新作为的积极工作态度
和干事创业的决心。

让交纳党费
拥有仪式感

记 者 郑丽敏
通讯员 江 航

本报讯 日前，在象山海洋技
术培训学校，今年休渔期的第一个
普通船员培训班开班。

据了解，因为当下是疫情防
控期，该校原本可以坐 80个人的
教室，现在一人一桌，只坐了 40
名学员，保证安全距离和空气流
通。学员进校需要戴口罩、扫码、

测体温，并在规定时间内进校和
离校，其他时间校园实行封闭式
管理。今年重新制定了全部实操
课程的教学计划，通过分类、分
层、错峰等方法，将实操教学任务
逐一分解，确保培训效果。

海洋技术培训校长陈军岸表
示，面对疫情，在做好常规工作的
同时，还将做好校园防控细节，并
在教学中向学员做好防疫知识的
宣传。

船员休渔期间忙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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