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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丹西街道中心地段商业区一地块，北临建
设路、东靠新丰路、西倚西谷路，面积共约 4 千平方
米（大约 10 间门面房）欲对外出租，可自行建造，商
用宾馆。

有 意 向 者 可 联 系 咨 询 郑 先 生 ， 电 话 ：
13906609786。

出 租

荣欣苑，吉屋出售。架空一
楼，装修新，三室两厅两卫，133平
方米，车棚一个，售价 128万元。

中介：18057466267

房屋出售

关于象山县高塘岛乡石三线（K22+000m-K25+025m）路面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为配合象山县高塘岛乡石三线（K22+000m-K25+025m）
路面白改黑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 39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象山县高塘岛乡石三线
（K22+000m-K25+025m）路面白改黑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组
织进行调整，具体方案公告如下：
第一阶段：
（1）2020 年 6 月 13 日（预计）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预

计）对石三线（K22+000m-K22+418m）段（高塘岛乡-珠益村）
实施封闭施工，受限车辆可通过旅游大道、高珠线绕行；
（2）2020 年 6 月 13 日（预计）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预

计）对石三线（K22+700m-K25+250m）段实施半施工半通车，
过境车辆可根据现场指示标志及相关人员指挥缓速通过施工
路段。

第二阶段：
2020年 7月 15日（预计）至 2020年 9月 14日（预计）决

定对石三线 K22+418m-K23+700m段实施封闭施工，受限车
辆可通过高珠线、旅游大道绕行。

请过往施工路段的车辆根据现场交通标志及管理人员指
示自觉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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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象山县公路管理段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 6月 8日

迁坟通告
因象山县黄避岙乡三角地至高泥公路沿线骍

角岙上岙婆罗嘴边坡生态治理工程项目建设需要，
位于黄避岙乡骍角岙上岙婆罗嘴生态环境治理项
目范围内有 2座坟墓需要进行迁移，由于时间紧
迫，望户主及知情者看到此通告后，于 2020年 6月
25 日前与黄避岙乡骍角岙村联系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将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联 系 人：张安国
联系电话：13606780107
特此通告。

象山县黄避岙乡人民政府
2020年 6月 10日

记者 郑丽敏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鹤浦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规上船舶企
业依然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今年
第一季度实现产值 3.4亿元，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昨日，鹤浦镇副
镇长蔡治洲对记者说。在今年的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蔡治洲连续奋战，
立足本职，坚守防疫前沿阵地，用实
干彰显了党员本色。

蔡治洲是鹤浦镇疫情防控湖北
籍务工人员排查防控组组长，自 1
月 24日（大年三十）起，他就带领发
展服务办同志逐家上门走访排摸，
认真细致核查涉湖北籍用工情况，
将最新防疫信息、防疫要求第一时
间传达到每家企业、员工。1月 26

日晚上，蔡治洲和排查组获悉一企
业员工及亲友共 16人分 4辆车已
从湖北返象途中，马上上报。深夜，
蔡治洲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对方，耐
心做对方思想工作，在多次劝阻无
效的情况下，第二天他又冒雨驱车
到高速口等候，妥善将对方引导安
置到我县统一安置点，忙完再回到
鹤浦，已是深夜。

作为该镇复工复产组组长，2
月初，蔡治洲又及时将他的团队分
为网上登记审核、实地核查、外来员
工接送、现场督察、防疫物资协调等
6个小组，明确各自职责。在指导企
业填报“健康返象及有序复工管理
系统”时，蔡治洲和他的团队主动取
消双休日，实行“一对一”指导，加班
加点成为常态。他又提炼出《一张纸

让你明白企业复工流程》，简单明
了，便于企业知晓操作。到 2月中
旬，镇区所有规上企业均顺利开工，
开工率 100%。

疫情期间，招工难又是摆在企
业前面的一个现实难题。蔡治洲协
助企业积极对接包工头，采取包车
上门接送、私家车车费补贴、提供临
时住所等系列优惠措施，成效明显。
另有一家企业去年底接到一笔订
单，交货时间非常紧，部分外地员工
一时无法返岗，蔡治洲协助该企业
调整思路在本地招人，同时帮助企
业解决口罩、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

应急物资，使企业按时恢复了生产。
在蔡治洲女儿记录爸爸回家的

日历本里，有连续 28个“×”，表示
“爸爸已经 28天没有回家了。”蔡治
洲对女儿很愧疚，但他说：“作为基层
党员干部，我们苦点、累点没关系，只
要能帮企业实实在在解决些困难，让
他们能稳步发展，我们就很欣慰。”辛
勤付出有了回报，在鹤浦镇干群的共
同努力下，该镇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成绩显著。截至 4月实现规上产值
5.8亿元，同比增长 11.3%，规上增加
值同比增长 53.8%，生产电力指数达
到了134.3。

蔡治洲：在防疫前沿阵地书写党员担当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张根苗

本报讯 伴随着一声声吆喝，
成群结队的散养土鸡便从树林下
一齐涌来。近日，记者走进泗洲头
镇横埕村的中草药基地，“咯咯
咯”的鸡鸣声不绝于耳，鸡群在林
下“狂奔嬉戏”，悠闲地啄着虫子
和草叶，一片生机勃勃景象。
“林下养鸡，活动空间大，也能

降低发病率，散养的鸡在林子里，
吃的都是害虫、杂草和落果，既能
节省饲料降低喂养成本，而且产出
的肉质好、味道鲜，颇受市场欢
迎。”一提起这些“宝贝”鸡，基地负
责人金春林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去年开始，金春林充分利用
当地生态和地理优势，巧抓“鸡”
遇，发展林下养鸡。目前，林下养
殖场占地 40 亩，养殖规模达

1000只。林下养鸡，技术是关键。
“为了做到科学化养殖，在既能获
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又不破坏生
态的前提下，养殖密度上有讲究，
一般一亩地养殖 30—50 只为
宜。”金春林介绍道。

“散养土鸡蛋比圈养鸡蛋值
钱得多，每公斤 50元左右，另外，
一只散养土鸡也能卖到 120元，
我们产出的土鸡及土鸡蛋主要通

过电话、微信预定，送货上门的方
式进行销售。”金春林的妻子孙晓
霞一边打包土鸡蛋一边告诉记者。

如今，金春林散养的土鸡以
及土鸡蛋，受到越来越多的顾客
青睐，销路也逐日拓宽。“遇到逢
年过节时，销量供不应求，都会提
前零售出去了。”鼓起的钱袋子，
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更加增强了
夫妻俩农业致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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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瑶瑶
通讯员 陆晓添 郑泉

本报讯 台风登陆石浦镇，天文
大潮、暴雨和风暴潮三碰头，风暴潮
达到红色警戒潮位造成部分地区淹
没，威胁部分居住区域……6月 8
日，正值第 13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第 12个世界海洋日，一场模拟我县
受台风影响的海洋灾害应急演练在
石浦镇举行。

本次演练以石浦镇出现风暴潮
达到红色警戒潮位事件为背景，属
专项型、实战、检验性演练。下午 2
点，在接收到市海洋预报台发布风
暴潮 II级橙色警报后，我县火速启
动 II级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立即通
知各镇乡（街道）排查安全隐患，开

展低洼地带人员疏散转移工作。演
练模拟了人员在疏散过程中受伤，
通过突发受伤事件、灾情上报、避灾
救援等场景，检验各地各部门对海
洋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救援
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据介绍，近年来，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着力加强海洋灾害预警、信
息服务、应急响应及风险评估与区
划等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防御工作
由减轻灾害损失向防范灾害风险转
变。目前，我县已完成海洋灾害风险
调查与隐患排查、警戒潮位核定、海
洋灾害评估与区划和崇站避风锚地
渔港防台能力等级评估等工作，设
立海洋灾害应急办事机构，海洋灾
害应急预案体系覆盖沿海乡镇，建
立海洋灾害信息员队伍，初步建成

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同时，根据《宁
波市海洋灾害应急防御三年行动方
案》的要求，我县计划今年全面完成

11处海洋灾害隐患区整治、风暴潮
灾害重点防御区的划定以及海洋综
合减灾区县创建工作。

保护海洋生态 守护野碧海银滩冶

我县海洋防灾减灾体系初步建成

记者 俞宇

本报讯 6月 8日下午，县政
协召开“请你来协商·第五十五次
协商恳谈会”，就我县园林垃圾处
理工作进行协商恳谈。

据悉，截至去年年底，我县
城区总绿地面积约 860公顷（含
中心城区、大目湾、经济开发区
三大区块）。经估算，每年产生枯
枝、落叶及修剪后树枝等绿化废
弃物约 2000 吨。随着我县园林
绿地的逐年增加及城市精细化管
理要求，日常园林绿化管理和因
台风产生的园林绿化垃圾不断增
加，导致大量的园林绿化废弃物
难以得到有效处理。

与会委员建议，相关政府部
门要合理规划布局园林绿化废弃

物集散点和处置地，引进先进的
处理技术对园林绿化垃圾进行处
理；明确职能部门分工，加强园
林绿化废弃物收集、运输及处置
过程的监管管理，对随意倾倒园
林垃圾等行为加大处罚力度；通
过资金补偿和用地、财税奖补机
制，鼓励社会专业性企业参与园
林绿化废弃物处置工作，充分利
用现代技术让绿化废弃物“变废
为宝”。

县政府办公室、县住建局、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
局、县园林处、县物业办等单位
负责人，针对委员们的建议一一
进行了回应，并就有关问题作解
释说明和互动交流，共促园林垃
圾更好处理。

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
第五十五次协商恳谈会”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胡婷婷

本报讯 6月 5日，丹城至林
善岙公路（二期）工程通过竣工
验收。

该工程起点位于白鹤禅寺南
侧整体式路基，终点与环象山港
公路交于丹大线交叉口整体式路
基相接，全长 2.238千米，采用
一级公路，单向两车道标准设计，
设计速度 80千米 /小时，全线设
1座 1302米的分离式隧道、涵洞
5道，同时对已建右幅隧道部分

交通安全设施进行改造。该项目
是丹城至涂茨公路组成部分，兼
具象山工业园区配套功能，有利
于完善我县路网，推进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促进环象山港区域
保护及开发。

验收组在听取设计、施工、
监理等有关情况汇报的基础上，
通过实地检查、查阅内业资料并
经讨论后，形成同意验收意见。
同时，验收组提出了工程存在的
问题及处理意见，要求施工单位
抓紧落实整改。

丹城至林善岙公路
（二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朱夕映

本报讯 6月 6日上午，民盟
象山县基层委员会与民盟宁波大
学委员会举行合作共建启动仪
式。

仪式上，民盟象山县基层委
员会和民盟宁波大学委员会就共
建友好基层组织达成共识，以宁
波建设工程学校（象山县职业高
级中学）为基地，设立“宁波大
学海洋教育象山基地”，并为该基
地揭牌。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

民盟象山县基层委员会和民盟宁
波大学委员会将开展为期 3 年的
结对合作工作。

据悉，民盟宁波大学委员会
将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的优势，以共建一个海洋教育基
地，共同完成一个研究课题，共
同培养一支海洋教育教师团队，
共同培育一个新兴海洋经济专业，
共同开展一项主题活动等“五个
一”为抓手，为象山发展建言献
策，促进象山地方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

象山民盟与宁大民盟
开启为期三年合作共建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周香琴

本报讯 近日，携程网发布
“2019年度酒店口碑榜”，宁波松
兰山海景大酒店荣获“最受欢迎度
假酒店”奖项。

据了解，该榜单入选酒店囊括
全国 400多个城市的 2000余家
中高星级酒店，依据携程 2.5亿用
户的出行数据，结合携程攻略社区

1.2亿用户的真实入住点评，以及
超过 1000万携程用户投票，客观
考量酒店搜索热度、服务质量等多
个维度，以用户视角筛选出各地最
受欢迎酒店，被誉为国内最具权威
的酒店评选榜单之一。海景大酒店
能在此次评选中脱颖而出，是客户
对该酒店品质和服务的肯定及认
可，彰显了象山酒店成熟的综合运
营能力。

海景大酒店获评
携程最受欢迎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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