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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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出租：丹静公寓 3楼 90平方一套房屋
出租，所有设施齐全，包括各类电器。拎包入
住，学区是文峰学校。电话：13806652986。

桃花源别墅出售：桃花源单体别墅，土地面
积 1028平方，建筑面积 750平方，豪装，价面
谈。电话：15397207626

厂房出租：面积 700平方米，地点：桥头林村
村口，巨鹰路旁，货车出入非常方便。联系电
话：13586508560（老欧）。

非洲猪瘟知多少
非洲猪瘟的易感动物
家猪、野猪及各品种不同年龄的猪群
非洲猪瘟的病征与传播
发病猪只的特征为发高热及皮肤呈现紫斑点，全身内脏出血，尤其以淋

巴结，肾脏和肠粘膜最明显。病程分甚急、急、亚急、慢性四种。甚急：高热、
突然死亡；急性：高热、食欲尚有、死亡前食欲废绝、呼吸快、四肢、耳、皮肤发
绀、呕吐、下痢、死亡，为期 7天；亚急性：发热，3-4周；慢性：症状不明显，持
续数月。

非洲猪瘟病毒以接触传播为主，跨境传入途径通常有四类，一是生猪及
其产品国际贸易和走私，二是国际旅客携带的猪肉及其产品，三是国际运输
工具上的餐厨生育物，四是野猪迁徙。

（待 续）

因盛莲线（蚶岙一桥 K4+178m）经专业检测单
位检测，确定为危桥四类，根据公路桥涵养护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条规定，决定
对蚶岙一桥 K4+178m 两侧实施封道，具体时间公
告如下：

2021年 2月 25日至 2021 年 7月 24 日（预
计）实施蚶岙一桥 K4+178m 两侧封道，禁止一切
车辆及行人通行。

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提前规划
好出行路线，遵守道路交通标志的指示，注意安全。

特此公告
象山县交通运输局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 2月 23日

关于盛莲线（蚶岙一桥K4+178m）
因危桥封道的公告

记者 陈佳雯 通讯员 王昊

本报讯 上周六起，象山连续 5
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高于 10℃，气象
部门官宣：我县进入气象意义上的
春天，较常年入春时间偏早 18天。
入春后的天气也表现得很有春天
的模样：晴天喜人，变脸迅速；暖得
飞起，冷得突然。据县气象局预测，
本周我县雨多晴少，气温呈“W式”
走样，起伏明显。

昨天，半岛上空云系增多，多
云为主。夜间，新一轮冷空气“杀
到”，逐渐影响我县。最新气象资料
显示，我县今天仍是晴到多云天
气。不过，“春天孩儿脸，说变就
变”！冷空气影响增强，和暖空气交
汇碰撞，明天起，春雨应景“上线”，
一直到周日，我县都是“多云到阴
局部阵雨或阴有阵雨”的天气模
式，多云、阴天、雨水随机切换，是
春天应有的样子。雨水频繁虽对出
行有所不便，但对干渴已久的半岛

来说，想必是极好的。眼下，抗旱仍
在继续，请广大市民节约用水，共
同努力，抗击旱情。另外，周二和周
四，我县沿海海面阵风将可达 8
级，提醒海上作业人员注意天气变
化，及时回港避风。

入春后的气温迎来“开门红”，
不过不要被眼前的温暖所迷惑，这
只是冷空气到达前的“锋前增温效
应”，本周气温将呈现“W式”走样。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温暖如春的天
气已在昨天“终结”，今天到明天，受
冷空气影响，气温回落，最低气温降
至 7～9℃，最高气温 14～16℃；周
四，气温有所回升，在 11～20℃之
间。周五至周六略有下降，在 9～
14℃，周日又回到 11～20℃。

春季是冬季大气环流向夏季
大气环流转变的调整期，冷暖空气
交换频繁，晴晴雨雨、气温起伏是
春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提醒大家注
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春
捂”为主。

本周晴雨“随机切换”
气温呈“W式”走样
象山已于 2月 20日入春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徐如霞

本报讯 日前，象山法院联合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召开座谈会，就充分运
用多元化解机制高效化解消费纠
纷，保障和推动本地区市场经济平
稳有序发展进行探讨，并当场签订
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建立我县消费
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会上，县市场监管局从消保委
的组织架构设置、消费纠纷处理机
制、近年来受理纠纷的数据情况以
及“职业打假”中存在的问题等四
个方面入手，介绍了我县消费者维
权的实际情况。

象山法院对近年来涉消费者
权益保护案件的受理情况进行总
结。据介绍，近三年来，县法院共受

理各类消费者权益纠纷民事案件
100余件，判决、调解、撤诉约各占
三分之一，案由主要集中在买卖合
同纠纷、服务合同纠纷、产品销售
者责任纠纷和产品生产者责任纠
纷。此类案件中，无论是在商品信
息方面还是在举证责任方面，消费
者均处于弱势的不对等地位，在诉
讼过程中，消费者要投入大量时
间、金钱和精力，维权成本高。

为贯彻落实《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行动方案》，强化消费者权益
保护，通过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
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而更加
公正高效化解消费纠纷，三家单位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在会上仔细讨
论制定了《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实施细则》，并当场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

我县建立消费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机制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吴黛黛

本报讯 清寒的早春早晨，墙
头镇黄溪村渡头海边，已是一派丰
收忙碌的景象。七八位穿着长套鞋
的牡蛎养殖户正忙着采收、打包、
称重；一只只采收船并排停靠在岸
边，带着湿咸海水味道的牡蛎在船
上堆得似一座座小山。

养殖户董正裕一边看着斤两
一边做好记录。他告诉记者，每户
养殖户算好牡蛎斤两，集中在一起

被统一收购。“今年的牡蛎价格与
往年基本持平，但产量和品质都要
好于往年。光今天早上这一车就有
2万多斤，按每斤 1块 2的价格，早
上就卖了 26000多元。”

据了解，养殖牡蛎在黄溪村已
经有 40多年的历史，是村里一个
传统老行当。前几年牡蛎采收普遍
不理想，但今年由于放养密度、海
洋环境、天气、技术改进等原因，牡
蛎实现近四五年来的大丰产，预计
牡蛎还能采收三四个月时间。

黄溪村牡蛎迎来丰产

记 者 黄 玎
通讯员 肖芸芸

本报讯 近日，在华东吉利 4S
店内，展呈着象山旅游优惠政策
的宣传海报和易拉宝，业务员向
购车、保养的车主们介绍象山旅
游优惠政策，这是象山县旅发中
心联合吉利汽车为吉利车主送的
福利。

据了解，今年 1 月，县旅发中
心与吉利汽车再次签订合作协议，
针对吉利车主推出新一轮优惠政
策，同时将以共迎亚运为目标，在
亚运旅游、科技亚运、绿色亚运等
方面展开更深更广的合作。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是国内唯一一家民营轿车生
产经营企业，是汽车自主品牌的
王者之一，也是 2022 亚运会官
方汽车服务合作伙伴。为借力吉
利汽车品牌效应，扩大象山旅游
影响力，从 2019 年 11 月开始，
象山与吉利借亚运会“牵手”，双
方通过“旅游 + 汽车”模式，展开
了一次全国性的跨界营销创新
尝试。

据介绍，与吉利第一次“牵手”
成功后，我县随即针对吉利车主和
员工推出了优惠出行政策以及特
色线路，吸引了不少吉利车主自驾
前来逛石浦古城、游象山影视城、
品东海海鲜，并纷纷点赞该跨界营
销创新尝试———“门票全免，酒店

优惠力度强，象山的优惠政策太有
诚意了。”
“旅游 +汽车”，象山自驾市场

势不可挡。象山旅发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与吉利合作，不仅为自驾
爱好者开辟了新的“象山旅游攻
略”，也为我县的自驾游经济注入
新的活力。同时，吉利新车发布会、
试驾、家宴等 10多场活动也充分
带动了我县会奖旅游效益。

据统计，去年，“吉利车主免费
游象山”活动累计接待旅客逾
54500 人次，团队活动游旅客逾

2000人次，象山旅游携手吉利汽
车跨界创新营销，带动我县自驾市
场“裂变引流”。自驾游推动散客市
场“升温”，去年，我县景区旅游散
客比重提高 8.35%。

旅游效益向好，合作力度进一
步加码。在新一轮合作中，象山和
吉利将继续开展“喜迎亚运‘吉象’
如意———吉利车主免费游象山”活
动，在深化品牌形象提升、疗休养
市场开发等方面，全力打造全域旅
游跨界合作新样板和“全域旅游免
费游”升级版。

象山旅游“牵手”吉利汽车跨界再合作
助力我县自驾市场“裂变引流”

记 者 金旭 张霞
通讯员 丁敏

本报讯 昨天，我县新春天
天招聘会开幕仪式暨招工引才
小分队出征仪式在县人力资源
市场举行。据介绍，我县从用工
监测、招工引才、政策帮扶等方
面精准施策，吹起引才春风，助
力企业节后生产“开门红”。

春节期间，县人力社保局对
县内 250家企业进行走访统计，
排查出用工缺口 8500余人。为
吸引本地劳动力就业，县稳就业
专班积极开展“新春千企招工引
才月”活动，按“分时、分段、不集
聚、可追溯”原则，集中 40 天时
间举办线上线下新春天天招聘
会。其间，安排了金融行业专场、
就业困难人员专场及机械、服装
专场等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 30
余场，招聘会场遍布城区、爵溪、
石浦、西周等各镇乡（街道）。
“机械、设备、重工行业专场

作为此次线下招聘的第一场活
动，吸引了 120家企业入场，提
供岗位达 1250个，需求人数约
5100人。”该局相关负责人说。扫

健康码、测体温、戴口罩……在县
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现场，求职者
有序入内。普工月薪 5000元，工
艺工程师月薪 10000-15000元
……各企业摊位显示屏幕上滚动
显示着招聘信息。刚工作不久的
郑春辉在各企业摊位前走走停
停，作为数控机床新手，他希望能
找到一家设备更好的企业，让自
己的数控机床操作水平和薪资都
能更进一步。

据介绍，今年，为深化“7 省
20城 30县”劳务协作，提升劳务
协作质量，县人力社保局组建了
8个招工引才小分队，将赴贵州
省贞丰县、安徽省淮南市、云南省
楚雄市等人力资源输入点，进一
步加强劳务招引力度，开拓更多
的人力资源输入点。在出征仪式
上，招工引才小分队纷纷表示，大
力弘扬吃苦耐劳、锲而不舍的工
作作风，把象山推出去，将务工人
员引进来，助推我县企业实现复
工复产“开门红”。

与这为期 40天的新春天天
招聘会一样密集的，还有集中返
岗交通补贴、鼓励中介机构助企
招工、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失业

保险费率等一揽子企业用工激励
政策。

县稳就业专班及时对接宁波
市返甬专列和大巴包车安排，为
我县企业争取专列座位和大巴车
路线，并根据实际情况为有需求
的企业开通包车服务。2月 21日
至 23日，安排亳州 -阜阳 -宁
波、贵阳 -宁海、郑州 -宁波、昆
明 -宁波等 6条线路专列（包车
厢）12列，可接运来象务工人员
约 3500人。同时，开设安徽省宿
州市、江西省万年县、山东省临沂
市等我县主要劳务输出地的回象
省际班线；以点对点大巴包车方
式将务工人员由劳务输出地安
全、有序接返象山。

延长阶段性降低企业失业保
险费率政策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我县将继续实施普惠性稳岗
返还，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
企业，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
业保险费的 50%。

实施集中返岗交通补贴，对

2021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底期
间，租用（含合租）大巴车跨省
“点对点”组织员工返岗的非公企
业，或省外劳务协作输出地包车
输送员工返岗的，给予实际包车
费用 50%补贴，每家企业最高不
超过 20 万元。对 2021 年 2 月
11日至 3月底期间，自行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到我县非公企业就业
的外来务工人员，由所在企业统
一申报交通补贴，补贴标准为市
外省内 100 元 / 人、华东地区
300元 /人、华东以外地区 500
元 / 人。参加线上毕洽会并于
2021年 9 月底前来象面试且签
订就业协议书的外地高校毕业生
也可参照给予交通补贴。

鼓励中介机构助企招工，注
册在我县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2021年向我县非公企业输送首
次来甬就业人员，且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 3个月（含）以上的，给
予 800元 /人职业介绍补贴，最
高不超过 50万元。

引才春风送真情
助力企业节后生产“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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