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 15日是国际盲人节袁象山爱尔眼科医院医护人员开展了野假如失去一刻
光明冶体验活动袁大家戴上眼罩袁通过爬楼梯尧喝水尧递东西尧过路障等方式袁亲身感
受盲人生活的不易遥 大家表示袁在日后的工作中将更好地为盲人和眼病患者服务袁
同时积极开展公益野助盲冶活动袁将爱带给贫困眼疾患者遥 （通讯员 葛敏芝）

建设平安象山

ZHONGHE XINWEN2 一版责编院孙建军/二版责编院吴志蔚/责任校对院沈瑛/电话院65753185/65007695 电子邮箱院jrxs12@163.com综合新闻 2020年 10月 16日 星期五

记 者 陈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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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半岛干旱少
雨，全县各大水库水位持续下降。
县水务集团对局部区域实施减压或
限量供水，严格控制大工业、生态、
市政和农业用水，确保城乡居民日
常生活用水。

水情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县
五座中型水库的日供水量 25.6 万
方。截至 10月 15日，全县五座中
型水库蓄水量仅 2613万方，占可
蓄水量的 50%；大塘港蓄水 1619

万方，占可蓄水量 66%；全县小一
型水库总蓄水 2057万方，占可蓄
水量 57%。目前，可供水量 2228万
方，旱情显现。

据县防指有关负责人介绍，我
县是资源性缺水、水质性缺水并存
的半岛县。气象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全县降雨量“高开低走”，梅汛期降
雨量比常年偏多 54%。但自 7月 18
日出梅以后，降水明显偏少，截至
10 月 14 日仅有 259 毫米（常年
538毫米），仅多于 2003年 240毫
米，历史排名第二少，特别是缺乏集
中性的台风降雨。且从目前的预测

来看，本月的降水日数相比之前虽
有所增加，但雨量偏少，干旱情况缓
解并不明显，水库回蓄困难。

面对严峻的旱情，根据《象山县
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县防指于
10月 15日 9时启动城乡供水抗旱
Ⅳ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根
据应急响应要求，认真抓好节约用
水宣传、高耗水行业及用水大户用
水管控、落实开源节流等各项措施，
突出抓好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供给，
全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

“造成全县供水形势紧张的主
要原因是我县水资源供给能力难以

自足，目前已经开启白溪水库引水
工程，缓解供水形势。”县防指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步，我县将严格控制
饮用水源用于大工业、农业灌溉、生
态补水、绿化保洁用水等，启用县内
备用水源，补充水资源不足。同时，
通过加大管网改造减少管网漏损
率、现有蓄水源挖潜及新建供水源、
加快实施抗旱供水应急工程等措
施，开源节流，切实提高供水保证
率，维护城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县防指呼吁广大市民养成良好
的用水、节水习惯，通过自觉行动缓
解我县缺水难题。

日供水量 25.6万方 节水刻不容缓

县防指启动城乡供水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市民朋友们：

平安，是城市发展的基
石，也是广大市民的共同期
盼。自 2004年县委部署开展
平安象山建设以来，全县上下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治安状
况明显好转，安全感指数逐年
提升，连续 14年实现“平安
县”创建目标。2020年，我们
正朝着“实现创建省平安县
‘十五连冠’、勇夺平安星级金
鼎”这个目标奋力迈进。
共建平安象山，共享象山

平安!我们人人都是平安建设的
参与者！当您浏览和转发这封信
件、出行戴好头盔、系好安全带、
遵守交通规则，或是戴上红袖标
参加一次平安巡防、一次交通劝

导、一次矛盾调处、发放张贴一
份平安宣传（标语）手册、参与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举报身边的安
全隐患和违法犯罪行为、知晓或
传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防范知
识……您就是在为平安守护，
就是在为平安尽力！

当您接受一次全省群众
安全感（0571-12340）电话访
问、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回答
每一个“好”“参与”“知晓”，既
是一次对象山的点赞，又是一
次对平安建设的直接参与，更
是对高水平建设平安象山的
鼓励！平安象山感谢有您！

中共象山县委
建设平安象山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5日

平安象山 你我共建
要要要致全县市民的一封信

2020浙江省大湾区自行车公开赛（象山站）暨
“与亚运同行”第七届环象山自行车骑游大赛将于近
期举行，为确保赛事安全、顺利举行，根据有关规
定，现通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 年 10 月 18 日 （周日） 7 时 30 分开始，

比赛结束时间为当天下午 17时 30分。
二、活动地点
全县除丹西、爵溪、鹤浦、晓塘、高塘岛外的

13个乡镇；

开幕式、颁奖仪式地点：象山大目湾新城绿地
公园。

三、比赛路线
全程组路线：大目湾新城绿地公园（起点）→

丹东街道→涂茨镇→贤庠镇→黄避岙乡→大徐镇→
墙头镇→西周镇→泗洲头镇→茅洋乡→新桥镇→定
塘镇→石浦镇→东陈乡→大目湾新城绿地公园（终
点）；

半程组路线：大目湾新城绿地公园（起点） →
丹东街道→涂茨镇→贤庠镇→黄避岙乡→大徐镇→

墙头镇→西周镇→泗洲头镇→茅洋乡→东陈乡→大
目湾新城绿地公园（终点）；

体验组路线：大目湾新城绿地公园（起点） →
丹东街道→涂茨镇→贤庠镇→大徐镇→丹东街道→
大目湾新城绿地公园（终点）。

四、有关要求
1.上述区域比赛道路禁止各种车辆停放，禁止堆

放各类物品，确保比赛正常进行。
2.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服从

交警、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指挥，不得进入比赛道路，

遇有自行车比赛专用车辆和运动员通过时，所有车
辆、人、牲畜禁止横穿。

3.贤庠（体验组）、茅洋（半程组） 分流指路，
按号码牌颜色辨认，敬请比赛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
事先做好出行安排，积极配合赛事交通管理工作。

4.如遇特殊情况，服从路面执勤民警指挥。

2020浙江大湾区自行车公开赛（象山站）暨
“与亚运同行”第七届环象山自行车骑游大赛组委会

2020年 10月 15日

2020浙江大湾区自行车公开赛（象山站）暨
“与亚运同行”第七届环象山自行车骑游大赛通告

金秋十月袁天气渐凉袁正是草
莓种植移栽的好时节遥 在定塘镇
下营村草莓种植基地育苗大棚袁
村民正忙着移植尧补苗遥
（记者 吴敏勇 通讯员 王珮）

草莓种植
移栽忙

记 者 俞 宇
通讯员 徐如霞

本报讯 10 月 14 日晚 10 时
29分，象山法院网拍的一宗土地
以 570.4万元的最终价格成交。此
时，离网拍开始时间已过去 36小
时 29分钟。

该宗拍卖土地位于我县茅洋乡
李家弄村，证载面积 6667 平方米
（约 10 亩），为国有出让工业用
地。其所有人因抵押贷款到期后无
力偿还被诉至法院，法院于今年上
半年执行立案，并在评估后将该宗
土地进行网上拍卖公告。

10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该

宗土地以 156.9 万元的起拍价开
拍，保证金 31 万元，加价幅度
5000 元，竞价周期 1 天，延时
周期 5 分钟。拍卖预定截止时间
为 10 月 14 日上午 10 时，但是
竞买人不断竞价延时，直到晚上
10 时 29 分，经过 559 次竞价、
12 小时 29 分钟的延时，该宗土

地终于以 570.4 万元的价格落槌
成交。

据介绍，此次拍卖共有 13人
报名， 107 人设置提醒，吸引
11929人次围观，最终以 264%的
高溢价率成交；且本次拍卖的竞
价次数、延时时长及溢价率均为
象山法院房地产网拍史上之最。

264%！我县一宗司法网拍土地溢价率创记录

近日袁工行象山支行组织人员赴宁波建设工程学校袁为同学们送去了一堂野防
诈骗袁永远在路上冶的专题讲座遥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吴美秀）

记 者 郑勤
通讯员 钱振萍 郑潇琳

本报讯 近日，象山一院医健
集团总院在门诊 B区一楼内科诊
区特设老年病科门诊，由院内重症
医学科专家于每周二、四、五上午
坐诊，有需要的 60岁以上老年患

者可提前预约。
该门诊针对老年患者一人多病

的特点，对内科常见的冠心病、高血
压、高血脂、眩晕症、慢性阻塞性肺
病、肺源性心脏病、慢性肾功能不全、
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老年
疾病展开综合防治，为老年人制定个
体化的保健、预防及治疗方案。

象山一院开设老年病科门诊

国际盲人节：体验黑暗 关爱盲人

（上接第 1版）
特色民宿风生水起

随着乡村旅游日渐红火，民宿
产业快速发展。目前茅洋乡有民宿
（农家客栈）110 家，精品民宿 13
家，共有床位 2387张。

位于白岩下村的民宿“朴舍”是
全县首家宋风精品民宿。民宿主人
邱永平早年一直在外闯荡，看到家
乡旅游兴起，果断卖掉城区房子，回
村投资 380万元打造“朴舍”。民宿
运营以来，客源不断，每逢周末、节
假日，常常一铺难求。

受到游客热捧的白岩下村精品
民宿还有“祥云亦宿”“网红韩舍”
“文麓雅苑”等。双节期间，民宿主人
各显才艺，举办亲子手工 DIY、海鲜
点心大餐、旗袍秀、篝火晚会等活

动，让游客尽享乡野之乐。
茅洋乡按照“高端民宿精品

化、中端民宿多元化、低端民宿规
范化”的发展思路，促进民宿产业
全面开花。省级民宿集聚村———花
墙村一半以上的农户都开起了民
宿，共有 1000多张床位。“杭州、
上海、宁波等城市的回头客特别
多。”该村负责人介绍，村民户均年
收入 30万元，最多的年收入逾 80
万元。
“民宿 +景区门票”“民宿 +农

特产品”“民宿 +体验活动”……茅
洋不断升级民宿经济。“下步我们将
实施民宿星级评定，引导行业诚信
经营，计划成立民宿经济促进会，实
施一业联管，最大程度实现资源融
合、力量整合。”乡旅游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

市场运作激发活力
全域旅游一盘棋，政府引导、市

场化运作是关键。
早在几年前，茅洋乡就聘请专

业团队成立蟹钳港旅游服务公司，
在全县率先探索市场化乡村旅游运
作模式。所有景区均由蟹钳港旅游
公司统一包装、统一运营，全乡形成
海景玻璃栈道、滩涂赶海乐园、乡村
欢乐世界三大核心景点。

围绕把“周末经济”做成“每日
经济”这个目标，蟹钳港公司做足
“旅游 +”文章，开发乡村亲子体验
游、研学教育游、户外团建游、红色
文化游四大主题产品，形成“四季四
游”线路，实现从单纯经营景点到打
造全域旅游产品体系的转变。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以来，茅洋

乡举行“源头品鲜、海味乡村、乡野运
动、健康茅洋”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惠
民活动，推进乡域景区连线成片、周
边景区互通深度合作；推出“禁鱼不
禁鲜”无边际海鲜套餐、象山北纬 30
度最美海岸线·花墙亲子赶海体验、
“云游茅洋、唱响乡村”直播带货活
动；试行景区门票、旅游产品在抖音
上的闭环式销售。浙报融媒体发起跑
遍宁波看“两山”活动，首站在茅洋乡
发令起跑。借力中国开渔节，成功举
办 2020迎开渔长三角滩涂赶海运
动会，进一步打响茅洋旅游品牌。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通过众筹自

建、引资共建、使用权招商等方式，助
力乡村旅游走实走深。花墙农旅综合
体验园、粮仓文旅体验中心、国际乡野
俱乐部……茅洋正朝着国内一流的
港湾特色乡村休闲度假目的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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