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

寻访半岛 红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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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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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南星针织厂有厂房出租，面积
2500m2，三楼，地址象山爵溪瀛州路 203号，位于
象山港路东首，有意者价格面谈。

联系人：金女士 13056977672

声明：浙江建安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叁号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二、竞买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均可单独申请参加本次竞买，但被列入土地出让黑名

单，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竞得人需成立新公司（仅限一家）进行开发建设的，须在网上报名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竞得人须有

出资比例）、成立时间等内容。

三、拍卖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

cn/GTJY_ZJ）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

卖活动。

四、拍卖报名及拍卖开始时间

拍卖报名时间：2021年 4月 26日 9:00至 4月 28日 16:00;

地块一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9:00；

地块二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9:20；

地块三拍卖开始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9:40。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不设底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一当竞买报

价超过 1690万元（约 50%）时，转入投报配建保障性住房程序，按投报面积最高者确定竞得入选人。

六、有关其他事宜详见须知、规划条件等拍卖出让文件。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以登录浙江省

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咨询电话：0574-89522058 联系人：黄女士

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 4月 8日

记者 马振 实习记者 王超男

春日暖阳，山林寂静。南门村
后山牛游塘岗头，杨白烈士的墓前
摆满了鲜花。

清明时节，记者跟随杨白烈士
的孙子杨忠华，寻访杨白墓地，缅
怀革命先烈。

杨白烈士的墓地位于丹城北
边一座山坡上，掩映在一棵大樟树
下。墓地周边干净整洁，外围绿林
葱葱、芳草萋萋，一片生机盎然。
“每年清明前后，都会有一些

单位和市民前来扫墓，祭奠爷爷。”
杨忠华介绍，1929年 12月，杨白
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家人把他的
遗体安葬在丹城后山牛游塘岗头，
墓用乱石砌成。2003年清明节前
夕，为纪念杨白烈士诞辰 100周

年，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民政局、丹
东街道办事处、团县委等单位筹资
3万元，对杨白烈士墓进行全面维
修，扩建了墓地，用块石修筑坟圈，
用水泥封刷外墙面，把“杨白烈士
之墓”的石碑用花岗岩进行立碑，
并在墓旁立上一块介绍杨白生平
的石碑。

根据史料记载，1903年，杨白
出生在县前街。因为他一生下来特
别白净，便起名杨白，字永清。1919
年，北京爆发伟大的“五四”爱国运
动，象山各界也积极响应。集会、游
行、演讲，赴石浦、爵溪联络组织罢
市、罢课、焚烧日贷，创作、演出文
明戏（话剧）……杨白义无反顾地
投入到这场震惊中外的革命运动
中去。

1925年初，杨白的朋友贺威
圣从上海回象山过春节，带来了系
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共合作等
中国革命的大量信息，杨白和王家
谟、范船僧等一批热血青年如久旱
逢甘霖，看到了无限光辉的革命曙
光。他们立即行动，组建起《乐群学
社》作为团结发动广大青年、联络
社会各界进步力量、宣传革命理
论、开展革命工作的阵地。
“爷爷的革命事迹，我从小就

听父辈讲，老一辈的革命首创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杨忠华带着记者
又来到象山革命烈士纪念馆。在这
里，记者看到了关于杨白烈士更为

详尽的介绍。
在象山现代革命史上，杨白是

第一个共青团员。1925年 2月，贺
威圣首先介绍杨白加入共青团，8
月，贺威圣和杨白又介绍王家谟、
范船僧、倪毓水等加入共青团，并
成立了象山县共青团支部，杨白担
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 2月，
杨白转为中共党员，5月任中共象
山支部书记，6月任中共象山独立
支部书记。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武装
下，贺威圣、杨白等一批革命先驱
把象山的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

1925年 2月 4日，“象山国民
会议促成会”成立，杨白和王家谟、
范船僧以“象山国民会议促成会”
的名义，组织了“通俗讲演团”，广
泛开展国民革命宣传活动。7月中
旬，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遣，杨
白化名杨广武，赴香港协助邓中夏
领导省港大罢工，并担任省港罢工
委员会主办的《工人之路》编辑。

1925年冬，杨白以上海海员工人
代表的身份，赴汉口出席党中央召
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者大会。

1927年 3月 21日，上海工人
在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组
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的领导
下，举行全市总罢工，旋即转为武
装起义。杨白率领浦东工人武装纠
察队迅速渡过黄浦江投入战斗。4
月 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杨白从三楼后窗跳出，在黄包车夫
冒死掩护下才脱险，找到党组织的
秘密联络点，奉党指示乔装后只身
返回象山。7月，中共宁波市委派
组织部主任沈本厚来象山整顿党
组织。原中共象山支部改组为中共
象山区委，指定杨白为区委书记。
“杨白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

革命信念，他多次参与组织革命运
动，走在时代的前列，是一位勇敢
的战士，对推动象山革命运动发挥
着重要作用。”象山党史研究专家
张利民老师这样评价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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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象自然资规出告字〔2021〕6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

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经象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拍卖出让以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概况、规划指标、起始价、保证金等要求
地块一位于滨海工业园海迎路与金商路交叉口东北角；地块二位于象山旧城区象山宾馆东

侧、东街以北；地块三位于东陈乡兴岗路东侧、兴岗东路南侧。

编号

一

二

三

地 块

象山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 D-6-e地块

象山宾馆东侧区块

东陈乡沙岗地段 ZX20-01-46-b地块

出让面积（m2）

5228

4883

7413

土地用途

住宅及配套

零售商业、旅馆、餐饮用地

零售商业、批发市场

使用年限

住宅 70年

40年

40年

容积率

1.0＜FAR≤1.8（不包括地下空间）

1.5（不包括地下空间）

1.5（不包括地下空间）

建筑密度（%）

≤30

≤40

≤45

绿地率（%）

30

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起始价(万元)

1140

1175

870

保证金(万元）

1140

235

261

曾任中共象山独立支部第一任书记

杨白：播撒火种的革命先驱

记者 郑勤 通讯员 张露 叶阳

本报讯 从县卫健局获悉，截
至 4月 7 日，县中医医院医健集
团茅洋分院累计完成第一剂次新
冠疫苗接种 2412剂次，为接种任

务总数的 33.42%，完成率居全县
第一。

自我县全面开放新冠疫苗免
费接种以来，茅洋分院在茅洋乡政
府、集团总院大力支持下，通过开
展“村干部说健康”等主题健康说

事活动，全面普及疫苗接种知识，
并充分利用网格员、村医、民警等
群体的组织动员优势，走村入企
做好前期宣传和登记建档，鼓励
辖区群众主动参与接种，做到应接
尽接。

同时，集团总院下派 3名医务
人员驻点保障，协助茅洋分院从接
种点设置、疫苗管理、人员配置、接
种操作、应急处置等方面入手，规范
设置接种流程、相应延长接种时间，
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记者 高红梅 通讯员 王本祥

本报讯 近日，迎接“中国航天
日”系列活动第一站走进丹城五小。
丰富的图文展，让学生们详尽地了
解中国航天技术。活动中，不少学生
还给航天英雄写下了一封信，这些
信将参与宁波市评选，有机会寄送
到航天英雄的手里。

据介绍，今年的 4 月 24 日，
是我国第六个“中国航天日”。我
县科协联合全县多所小学开展了
“致敬航天人”信箱、“冲上云霄”
巡回展览等系列活动，通过航天
知识展览和设置航天员信箱的方
式，迎接“中国航天日”，激发青少
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
的热情。

随着野三清三美冶全域美丽工作的推进袁墙头镇凤泉村的乡村环境治理成效益发凸显遥 这个由原吊水岩村尧合心
村尧毛洋岭村合并形成的新村庄袁环境洁美尧村貌清新尧山清水秀尧宜居宜游袁景色十分怡人遥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吴黛黛/文 记者 蒋曼儒/摄）

记者 张瑶瑶 通讯员 江黎

本报讯 近日，县长三角（上
海）联络中心联合县工商联、石浦
镇政府开展“在沪象商进象山”石
浦行活动，组织 40余位在沪象商
走访家乡，叙乡情，话友情，紧密家
乡情感、促进交流合作。

活动当天，象商们参观了石浦
半边山景区、五彩渔镇、一冷渔文
化博物馆，踏看了沙滩排球场馆建
设，了解石浦产业、文化的发展，实
地感受家乡巨变，体验家乡渔文化
的底蕴浓厚、源远流长。座谈会上，
还就我县的投资项目、营商环境等
与相关部门进行了互动交流。

据介绍，组织开展此次活动，

旨在希望各在沪象商积极为家
乡发展建有用之言、献务实之策，
更好地发挥好在沪象商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进一步加强沪象两地
产业对接，积极为项目落户象山
牵线搭桥。同时，有关部门也将继
续秉持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理
念，为在沪象商提供好服务、落实
好政策、创造好环境，真正让大
家发展有空间、投资有回报、生
活有品质。

目前，我县各行各业的在外象
山人近 20万人。近年来，我县积极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机遇，发挥乡情
优势引进象商投资项目，在外象商
已成为推动我县经济发展举足轻
重的重要力量。

记者 张伟海 通讯员 钱怡群

本报讯 从县总工会获悉，
2021年度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参保
工作启动。参保单位可登录宁波工
会网进入网上参保模块进行参保，
已建工会的基层单位可直接登录
“基层工会智能管理系统”互助保
障平台办理参保手续。

据了解，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的对象必须是未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的在职职工，其中，参加在职
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项目的对
象为已参加本县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的在职职工。职工医疗互助保障
项目包括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
保障、特种重病医疗互助保障、女
职工安康互助保障等 3 种主要项
目和内容。今年，县总工会将不再
开展参加“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
保障”项目职工的“特种重病互助
保障”赠送活动。

在职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
项目缴费标准为每份 60元(保障期
限 1年)，每人限参保 1份，参保时
间自 4月 1日起至 4月 30日。被
保障人在基本医疗保险认定、医保
指定医院住院，医保报销范围内统

筹基金支付后的个人承担部分（不
包括个人自费、自付和自负部分）
分段给付互助保障金：3000 元
（含）以下部分给付 80%；3000元
以上部分给付 10%；公务员按公务
员补助后的个人承担部分予以给
付。初次住院起付标准一次性给予
200元补助。

特种重病医疗互助保障项目
缴费标准为每份 20元(保障期限为
1年) 或每份 60元 (保障期限为 3
年)，每人最高可参保 3份；女职工安
康互助项目缴费标准为每份 15元
(保障期限 1年或)每份 50元(保障期
限 4年)，每人最高可参保 3份；参保
时间为 4月 1日至 6月 30日。

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工作实施
以来，为患病职工“雪中送炭”，有
效减轻了患病职工的经济负担。
2020年，全县医疗互助保障参保人
数达到 71503 人，同比增长 11.82
%；理赔人数达到 322人次，共计赔
付金额 116.1132 万元。今年，县总
工会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职工医
疗互助保障覆盖面，提高职工医疗
保障待遇水平，力争三项保障项目
参保人数（次）与上年度总体保持
稳定，努力实现正增长。

2021年度职工医疗
互助保障工作启动

山清水美凤泉村

茅洋分院疫苗接种完成率居全县前列

在沪象商家乡行
搭起乡情桥联通长三角

系列活动迎“航天日”

http://land.zjgtjy
mailto:jrxs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