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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5753198

办公用房出租：象山县农发行持有的丹东街道
金鹰路 1号三至四楼（部分）及附属用房，建筑面
积 848.06m2，可用作办公用房，拟整体公开对外出
租，位置优越。联系电话：65719102 13968368668

街面房出租：爵溪街道新瀛路街面房 4间，约 300
平方；地理位置优越，东门口旁，周边有银行、移动卖
场等。联系电话:13906841836/13968383706

声明：象山县水文站遗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302257503768752，声
明作废。

声明：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证书正副本，代码：11330225MB1726831R，声
明作废。

2022年 1月 11日，我县正式实施种植牙医保限价支付政策，将约定品牌的种植
牙纳入医保历年账户支付，并约定价格，限定国产品牌 3000元 /颗，进口品牌 3500/
颗。明确无论是医保历年账户支付还是现金支付，价格不变。不在约定品牌目录内的种
植牙，医保历年账户不予支付。

目前，我县首批共 7家医疗机构提供限价种植牙，涉及 5个品牌，分别为创英、安
特、沃兰、DIO、SG等。具体见下表：

象山县开启种植牙医保限价支付时代

序号
1
2
3
4
5
6
7

医 疗 机 构 名 称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
象山县红十字台胞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
象山县中医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院
象山佳博牙科医院
宁波港城口腔医院
象山康乐桃源口腔诊所
象山丹城口腔医院

详 细 地 址
东谷路 291号
凤栖路 420号
城南新区兴洋路 7号
靖南大街 669号
新华路 269号
万达广 2027-2028铺
象山港路 215号

选 择 品 牌
DIO、SG、安特
沃兰
SG、安特
沃兰
DIO、创英
沃兰
DIO

为配合广场路(新华路 -南街)和园西路(建设路 -广场路)施

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 条规定，决定

对广场路(新华路 -南街)和园西路(建设路 -广场路)施工期间的

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公告如下：

2022年 5月 14日至 2022年 11月 30日(预计)决定对广场

路(新华路 -南街)和园西路(建设路 -广场路)道路实施封道施工，

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通行，过往车辆及行人建议从宾阳路 -建设

路 -南街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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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 5月 9日

关于广场路(新华路 -南街)和园西路(建设路 -
广场路)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胡正红

本报讯 切割、焊接、打磨，现
场机声轰鸣，焊花四溅。日前，在浙
江东红船业有限公司造船基地，工
人们正在抓紧时间建造厦门弘泰
船务有限公司的 4艘“3000TEU”
集装箱船，生产一派红火。

据介绍，“3000TEU”集装箱
船总长 199.9米，型宽 34.8米，型
深 17.8米，载重吨 58455.3吨。该
项目总价约 8.6亿元，是我县开工
建造吨位最大的船舶，一举打破象
山船舶建造行业集装箱装载量和
载重吨两项纪录。
“船舶大型化不是简单的尺度

放大，更需要在焊接技术、组装工
艺等方面进行革新与提升。”东红
船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厂升级制
造工序，推行“模块化”造船，将船
舶标准化与动力设备、通讯、导航、
救生、消防等多个系统工程科学结
合，实现“船、机、电、壳、舾、涂”生
产一体化。

据了解，“模块化”造船要求设
计、生产、管理方式必须转向现代
造船模式，并通过一定规模的现代
造船设施加以保证。为此，东红船
业创新推行整理、整顿、清扫、清
洁、素养、安全、节约、学习“8S”精
细化管理模式，打造一支科技型施
工铁军，持续优化产能结构，丰富

产品门类，满足材料、设备、物资供
应及大批量、精细化船舶建造生产
需求，全力保障船舶制造供应链稳
定。

近两年，随着海运贸易景气度
回升，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
集装箱航运价格一路暴涨，叠加老
旧船型的更新需求，我县船舶修造
业势头表现强劲，出现一波“造船
热”。东红船业抢抓航运形势火热
契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依

托岸线、码头、港口等特色要素资
源，积极融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提升大型化、数字化、智能
化船舶建造能力，进一步开拓企业
生产“新航道”。

据统计，今年 1至 4月，新开
工船舶 9艘，主体完工下水 2艘，
在建船舶 15艘，已实现满负荷运
转。目前，订单计划已排至 2023
年。

承建 4艘野3000TEU冶集装箱船袁创我县船舶建造行业两项纪录

东红：抢抓机遇造大船 开拓企业“新航道”

5月 12日是第 111个国际护
士节遥 当天下午袁 县政府慰问组
来到象山一院医健集团总院尧 体
育馆方舱接种点等地袁 看望慰问
一线医护人员袁 送上节日的祝福袁
感谢她们坚守岗位尧 迎难而上袁
为我县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袁
用实际行动诠释最美 野白衣天使冶
的内涵遥

目前袁 我县护理队伍有 1565
人遥 （记者 郑勤）

致
敬·

护
士

记者 夏超明 通讯员 张琮

本报讯 被誉为“初夏水果第
一枝”的枇杷已缀满枝头，迎来采
摘高峰期。“这几天，在我们合作
社，成熟的枇杷越来越多，每天有
一两千斤的鲜果销售出去，要不是
下雨天，可能采摘更多。”5月 12
日，鹤浦镇樊岙海岩头枇杷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陈再亮告诉记者。
樊岙白沙枇杷因皮色淡黄、

皮薄易剥，果肉洁白细嫩、鲜甜爽
口而远近闻名。海岛鹤浦，得益于
明显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和特有的
山坡土质，枇杷风味独特，种植面
积 8400 多亩，是宁波市最大的
枇杷生产基地。今年温度适宜、雨
水均匀，枇杷口味更加软口、鲜

爽，产量也高于往年，吸引了温
州、台州等地的客商专门在鹤浦
蹲点贩销。

县农业经济特产技术推广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县枇杷
总产量在 8500吨左右，全县 2万
多亩枇杷主要分布在鹤浦、新桥、
泗洲头等地。在销售上，鹤浦、泗洲
头等地主要以贩销为主，新桥镇借

助举办枇杷节和影视城效应，走精
品销售路线。

为实现全县枇杷产销两旺，县
农业农村局、县供销联社各尽所
能，正通过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
《范大姐帮忙》社区合伙人开展直
播带货，数字农合联平台“浙农
服”、果业龙头企业鑫荣懋也积极
助力象山枇杷销售。

金果累累满山香

象山 2万多亩枇杷迎来采摘高峰期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最近，县农业农村局、
县财政局联合制定了《象山县农产
品田头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实
施方案》，围绕蔬菜、水果等产业，
今年我县将建设 3-5个农产品田
头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助力农产品
冷藏保鲜“最初一公里”。

在炎炎夏日，新鲜蔬菜瓜果

如果一采摘下来，就能在田头实
现“预冷”，可以快速降低农产品
的呼吸热，减少腐损率。因此，
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对于减
少农产品产地损耗，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和溢价能力，促进农民增
收具有重要意义，但冷库设施不
足、分布不均、配套设施和信息
化水平偏低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
的堵点和短板。

根据该实施方案，我县将在非
主城区、非城市建成区，依托县级
及以上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建
设主体，加大对农产品田头仓储保
鲜冷链设施项目的支持，重点支持
预冷库、节能型机械冷库、节能型
气调贮藏库。规模较大的仓储保鲜
冷链设施，还将配套建设强制通风
预冷、差压预冷或真空预冷等专用

预冷设施，配备必要的称量、除土、
清洗、分级、愈伤、检测、干制、包
装、输送、信息采集等设备以及立
体式货架。

据了解，田头冷链建设按照自
主建设、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
式进行补助。对单个农产品田头仓
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项目按照不
超过投资额的 30%予以补助,最高
补助不超过 100万元。

我县布局农产品田头冷链体系建设
今年计划建设 3要5个野田头冷库冶

记者 黄玎

本报讯 5月 12日上午，县政
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关于农村文化
礼堂有效利用的建议》重点提案办
理协商会召开。县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张微燕，县政协副主席陈爱武
参加。

目前，我县共有农村文化礼堂
352家。近年来，我县相继出台实施
意见、管理办法，推出“菜单式”服
务，培育文化走亲、开放结对、“我
们的节日”进礼堂等活动品牌，形
成了县级抓统筹谋划、镇级管指导
协调、村级负主体责任的工作格
局，农村文化礼堂的社会效益不断
显现。但农村文化礼堂仍存在各村
使用率参差不齐、教育引导功能发

挥不足、管理力量缺乏等问题。
会上，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等提案承办单位分
别介绍了提案办理情况，并就有关
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

与会委员建议，要拓展教育引
导功能，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政府
中心工作宣传，把文化礼堂打造成
农村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加强统筹
管理，发动乡村文化能人、新乡贤、
文艺爱好者等力量，引进文化活动
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提高
使用率；要规范化、标准化提升设
施功能，结合当地文化，探索“文化
礼堂 +”模式，搭载农家书屋、青年
交友、百姓健身房等功能，推动文
化礼堂大门常开、活动常态、内容
常新、群众常来。

加强农村文化礼堂有效利用

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召开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薛杨波

本报讯 “只要在自助制卡机
上插上身份证，按照提示操作，一
会儿就领到社保卡了。”日前，市民
鲁先生在象山工商银行营业部里
的社保卡自助制卡机上，顺利完成
了从申请到领卡并激活的全流程
智能化办理。

社保卡自助制卡机的启用，是

创新社保卡服务机制的一个缩影。
通过在社保卡合作银行设置自助
制卡机，大大缩短了办卡群众窗口
排队等候、补卡制卡等待时间和办
事流程，减轻了窗口压力，提高了
办事效率，同时也提升了办理社保
卡业务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据初步统计，自助制卡机试运
行几个月来，已办理社保卡近 1300
张，得到了办卡群众的好评。

社保卡“智能柜员”上岗

记者 张伟海

本报讯 日前，2021年度“茅以
升科学技术奖———建造师奖”获奖
名单揭晓，宏润建设宁波公司总工
程师俞国际榜上有名，成为宁波市
政工程专业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建
造师。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为纪念

我国杰出的桥梁专家、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茅以升先生设立，是我国
土木工程界公认的最高个人奖项
之一。

俞国际为正高级工程师。30年
来，他一直在工地一线从事道桥施
工技术和项目管理，他负责的项目
曾获得中国市政金奖示范工程、国
家优质工程奖等。

宏润总工俞国际
获茅以升科学技术奖

连日来，我县按照 2022年
伏季休渔期相关规定要求，严打

涉渔“三无”船舶，加强对辖区港
口、沿岸非法渔获物管控，严查

各类非法代冻、收购、销售、转载

违禁渔获物等行为。

海洋伏季休渔，也就是我

们俗称的“禁渔”“封海”等。海洋

伏季休渔制度是国家为促进海
洋渔业资源恢复和渔业生态的

改善，促进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

续发展而制定的重要、有效的保

护渔业资源的措施。根据农业农
村部相关文件要求，今年继续坚

持最严格的伏季休渔执法监管，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海

洋捕捞渔船应休尽休、海洋渔业

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春禁一碗籽，秋收一担

鱼。”其实，生活在海边的象山
人，对于伏季休渔并不陌生。二

十多年前，面对渔业资源衰竭、

捕捞强度增大、海洋环境恶化

的情况，象山渔民发出了“保护

海洋”的强烈呼吁，率先向国家

有关部门提出延长东海渔区休

渔期的建议。可以说，保护海洋

渔业资源，已成为象山渔民的
共识。

今年是我国伏季休渔制度

实施的第 28个年头。作为海洋
渔业大县，我县将持续加强普法
宣传和力量统筹，努力打造陆

地、港口和海上“三位一体”的链

条式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出海作

业，坚决做到“海上不见违规船、

滩涂不见违禁网、陆上不见违禁

鱼”。同时，我们每个人也应一如

既往支持和拥护伏季休渔制度，

遵守各项管理规定，积极主动进

行监督，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好

海洋渔业资源。

携手行动
让大海“休养生息”

姻 马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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