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卢璐

本报讯 今年 6月 26日是第
33个国际禁毒日，主题是“健康人
生、绿色无毒”。近日，由团县委、县
禁毒办、丹东街道办事处联合打造
的县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在金秋
社区揭牌成立，将成为我县常态化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的重要窗口和
阵地。
据了解，该青少年禁毒教育基

地占地约 180平方米，运用现代
展示手段和传媒技术，将禁毒教
育寓于生动的展示体验之中。整个

展厅设有禁毒宣教长廊、毒品模型
展厅、禁毒讲座课堂、禁毒影视播
放、游戏体验互动等多个功能区
域，直观展现毒品危害和参与禁毒
的重要性，帮助青少年提高识毒、
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牢牢守
住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

为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团县委还将依托青少年禁毒教育基
地开展“三禁三防三自”主题教育活
动，进一步引导青少年远离“黄赌
毒”危害，树立“自爱、自重、自强”健
康心态，提高面对“传销、诈骗、校
园欺凌”的自我防范意识。

县青少年
禁毒教育基地成立

六争攻坚 三年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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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吴宙洋

本报讯 近日，2020年权威品
牌榜单“宁波品牌百强榜”发布，
象山影视城品牌价值实现 102.6亿
元，位列旅游文化类品牌第一名，
比去年增长 5.9亿元。

象山影视城以影视拍摄为龙
头，以影视文化旅游为抓手，按
照“围绕影视，回归影视”的发展
思路，逐步形成场景制作、服装道
具加工、吃住服务、购物消费等影
视与旅游产业链。是全国唯一一个
在同一区域内既可拍古装剧、玄幻
剧、民国剧和现代剧，又可拍室内
剧、数字剧和外景剧的多类型多场
景多题材多空间影视基地。

去年，象山影视城紧紧围绕国
家 5A 级景区创建、国家影视拍摄
标准化试点创建和浙江省级特色

小镇创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营
销渠道进一步深化，宣传能级明显
提高，商业业态不断丰富，剧组引
进稳中向好，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景区品质大幅提升。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37.22亿元，同比增长 48%；
实现税收 2.14 亿元，同比增长
46%；引进 1003 家企业（工作室）
落户，同比增长 27%，历年引进影
视企业（工作室）累计达 2403家。
接待《再见啦，母亲大人》《河神 2》
《斗罗大陆》《燕云台》等拍摄剧组
160个。获得了浙江省重点文化产
业园区、第三批浙江省成长型文化
企业、浙江旅游总评榜之年度文旅
融合示范景区、宁波文化消费十大
网红打卡地等 20项荣誉。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影
视旅游产业的巨大冲击，象山影视
城充分发挥国内龙头影视基地的

责任担当，根据行业特色和疫情防
控实际，专项推出支持影视、旅游
发展的“八项措施”，切实帮助相关
单位和景区商户纾困解难、减损减
负。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象山影视城通过打造品牌 IP，探索
研究“景点 +游乐 +演艺 +互动”
的沉浸式实景体验娱乐项目，创新
推出《穿越上海滩》体验秀、高科技
体验 VR项目等品牌活动，提供优
惠活动政策、提高宣传广告补助、
支持自驾游产品开发等方式吸引
游客。同时，象山影视城抢抓短视
频、网红经济、直播带货等行业风
口，整合景区演艺团队、微电影团
队等现有资源，打造网红景区，推

动流量变现。截至 5月份，象山影
视城抖音官方账号累计发布视频
129个，播放量 1.2亿次，点赞 507
万次。其中 4月份新增粉丝 65万
人，游客抖音打卡频次 5.5亿次。影
视城复工复产、高科技防控疫情防
控、五一活动等内容共计 24次入
选央视《新闻联播》《新闻直播间》
《东方时空》等栏目。

“宁波品牌百强榜”是宁波市
首个按照国际标准制定的权威品牌
榜单，自 2012 年首次发布以来，
每年发布均会引来社会各界的高度
关注和强烈反响，有宁波品牌“奥
斯卡”之称。

野宁波品牌百强榜冶 发布

象山影视城品牌价值逾百亿元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董玉燕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下午，县
供电公司组织保供电小组对辖区
中、高考考点进行全负荷运行试
验，并协助学校完善应急预案，全
力保障中、高考期间电力供应。

象山中学考点，在全面开启
考试所需空调等电力设备的情况

下，高考保电小组对考点配电房、
变压器容量、室内线路规格、自备
发电机等进行了仔细检查，借助
红外测温仪对输电线路的引流
线、电缆头精确测温，严密监测设
备，并做好记录。此外，保供电小
组对考点所涉及的供电线路进行
拉网式隐患排查。

县供电公司成立了保供电领

导小组，完善中、高考保供电方
案，合理编排电网运行方式，明确
保供电工作职责和措施，与教育
部门和全县 10个中、高考考点所
在学校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沟通，
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在中、高考期间，县供电公司
将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优化
控制策略，做好事故预想，对涉

及到中、高考的供电线路，禁止
安排计划用电检修；安排相关供
电所（站）人员在各考点蹲点值
守，做好人员、车辆、工器具等各
项应急抢修的准备，应急发电车
全天候待命，随时应对处理各种
应急事故，确保中、高考保电的万
无一失。

（记者 周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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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郑丽敏

本报讯 今年中考于 6 月 26
日至 27日举行。在丹城中学、丹城
二中、文峰学校、外国语学校、实验
初中、荔港学校、石浦中学等 7所
中考考点学校，都安装了“热成像
+ 黑体”体温筛查系统，确保既能
较准确地检测学生体温，又能保障
学生快速通行。

据了解，“热成像 + 黑体”体
温筛查系统，可通过热像仪（非
接触式方式）初步对人体头部表
面温度进行检测，将视频画面和
个人体温对应显示，可以大幅度
提高人体测温的精度，测温误差
仅为±0.3℃，显示出非接触式、
实时测温、无感通行、多额头检
测、异温报警、历史信息可追溯
等优点。

7个中考考点
安装“热成像 +黑体”系统

通讯员 冯勇建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税务
局第三稽查局第四党支部与象
山华鹰塑料工程有限公司党支
部结对开展了一次特殊的宣讲
会，邀请了三位出征武汉的象山
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的抗疫
英雄来上党课，用他们援鄂的亲
身经历传播正能量，弘扬新时代
精神。

会上，三位医护天使分享了
她们逆行出征武汉后与全国医护
人员在一线并肩作战 52 天的经
历，细数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 E3-2 重症病区面对
病患从紧张、忐忑到从容、坚定的

心路历程。他们身体力行回答了关
键时刻党员应该怎么做：“我们不
是英雄、不是天使，只是一群平凡
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
事。”

象山华鹰塑料工程有限公司
党支部书记介绍，企业已全面恢复
生产，截至 5月底，产值已超去年
同期水平。接下来，华鹰将以三位
抗疫天使为榜样，充分发挥每个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为经济发展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第三稽查局第
四党支部书记表示，将对标奉献担
当典型先进，以英雄为榜样，立足
岗位、立足职责，梳理“窗口意识”、
肩负“窗口担当”、贡献“窗口标
准”，助力复工复产。

税企党支部结对共建
邀请抗疫英雄上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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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兴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本，证号：房
预许字（2015）第 002号；房预许字（2015）
第 002-2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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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通 知
因业务调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劳动合同》购买
地址由南部新城商务楼 1 号
楼 407 室改为象山县人力资
源市场（创业路 1号），请互相
转告。

象山县就业管理服务处
2020年 6月 22日

关于沿海南线（海宁路—白云路）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为配合沿海南线（海宁路—白云路）段拓宽改建工程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 39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沿海南线（海宁路—白云路）段道路进行临时交通管
制，具体方案公告如下：
第一阶段：2020年 7月 1日（预计）—2021年 1月 10日（预计）期间沿海南线（海宁路-白云

路）段南半幅（鹤浦往丹城方向）道路实施封道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及机动
车借道北半幅（丹城往鹤浦方向）路面双向通行。

第二阶段：2021年 1月 10日（预计）—2021年 7月 30日（预计）期间沿海南线（海宁路-白
云路）段北半幅（丹城往鹤浦方向）道路实施封道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及机
动车借道南半幅（鹤浦往丹城方向）路面双向通行。
第三阶段：2021年 8月 1日（预计）—2021年 9月 30日（预计）期间沿海南线（海宁路-白云

路）段路基路面建设完成，需局部路段占用单个车道完善相关交安设施、绿化景观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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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施工道路拥堵，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请社会各界和广

大群众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象山县交通集团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 6月 23日

招聘启事
某杭州电子科技公司招聘

在杭州象山籍员工 2名。
1.办公室人员：1 名，管理

办公室日常事务，年龄 40周岁
以下，月薪 5000-6000元。

2.产品测试员：1 名，产品
测试，计算机、电气、电子等理
工科专业大专以上毕业生，月
薪 7000-9000元。

联 系 人 ： 黄 先 生
17706606202。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张毅

本报讯 近日，从县水务集团
获悉，中心城区旧城区雨污分流
改造一期工程自去年 2 月开工以
来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完成总
工程量的 88%，完成投资约 6800
万元。

当前正值汛期，雨污分流将
有效改变城区道路部分排水管道
合流现状，最大程度减少老旧小
区污水向水体直接排放情况，完
善城市排水功能，达到城区雨水、

污水分接、分排，污水应接尽接，
确保雨水、污水排水畅通，全面
改善城区水环境质量，提升城市
品质。

我县中心城区旧城区雨污分
流改造工程总面积约 3.47 平方公
里，涉及 59 个小区地块，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管道铺设和新建污
水检查井、玻璃钢化粪池、隔油
池、一体式塑料井等，工程总投
资约 4.58 亿元，分三期进行，
其中一期工程覆盖 18 个小区，
共计 20 个市政地块。目前，一

期工程共计完成污水管道建设
38.67 公里，雨污管道建设 4.766
公里。预计下个月一期Ⅰ标段雨
污分流工程建设基本完工，一期
Ⅱ标段现已开工，预计年底基本
完成建设。

旧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面
临地下障碍物复杂、住户密集、地
质条件不明确、道路狭窄等情况，

施工难度较大。为此，县水务集团
科学组织施工，采取分段、分区域
流水作业，合理组织交通导行，最
大限度减少对交通和居民的影响。
同时，实行工程精细化管理，强化
质量监督，完善工程公示等制度，
做好文明施工工作，让群众积极参
与到工程监管中来，确保工程质量
过硬。

中心城区雨污分流改造一期工程顺利推进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88%

6月 24日袁新桥镇组织该镇的部
分野象漂冶人员在俞家小院做香袋尧包
粽子袁共度端午节遥

来自河南的荆龙飞做了 6 年的
野象漂冶袁身为群头袁他的团队里有 100

来位群演遥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袁揣着梦
想坚持在异乡袁 每逢佳节时难免会有
小小的感伤遥荆龙飞说袁当地政府这些
贴心的活动袁 让他们暂时忘却乡愁备
感温暖遥 （记者 黄美珍）

香袋送“象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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