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配合金鹰路（塔山路 -建设路）给水管道工程施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39条规定，对金鹰路（塔山路 -建设路）的
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公告如下：

2022年 8月 5日至 2022年 9月 10日（预计）决定对金鹰路（建
设路 -塔山路）实施东半幅道路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机动车辆禁止
通行。

期间给广大市民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请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遵
守现场人员指挥以及道路交通标志的指示，注意安全。

特此公告

象山第一自来水有限公司
象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 8月 3日

关于金鹰路（塔山路 -建设路）施工期间
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电话：65753198

2022年省委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信访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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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HE XINWEN
综合新闻

受理举报时间：2022年 8月 1日-8月 19日工作日，8:30—12:00，14:30—
18:00；受理举报电话：0571-2819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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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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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位于新丰路与丹阳路交叉口东北侧。

二、竞买对象

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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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⑵禁止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严重失信人”的单位参加竞买。

⑶禁止欠缴土地出让价款（含滞纳金、违约金）的企业及其主要投资人

（控股股东）参加竞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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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d.zjgtjy.cn/view/trade/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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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8月 22日 9:00至 8月 25日 16:00;

拍卖开始时间：2022年 8月 26日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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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低于起始价不予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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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8月 5日

容积率

1.3
（不包括地下空间））

建筑密度（%）

≤35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

使用年限

40年

出让面积（m2）

12381

地 块

新丰路与丹阳路交叉口
东北侧地块

编号

一

起始价(万元)

1923

绿地率（%）

按规定执行

保证金(万元）

577

注：本地块绿地率按照不小于 25%执行，较《宁波市绿化条例》35%不足部分，由土地取得单位缴纳城市绿化补偿费。

厂房出租：象山县工业园区创
业路 12 号厂房出租，面积约
6000平方米（适用于车间、办公、
电商等），可分割出租。联系电话：
13306652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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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超男 通讯员 史蓓琪

本报讯 听党课、学剪纸、悟理
论、强安全……前段时间，石浦镇
“海上红帆”党总支利用休渔期间，
组织 86名渔民党员走进东陈乡樟
岙村，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由于常年漂泊在海上，我们

这些渔民流动党员一直无法正常
参加党内组织生活，心里总感觉
不踏实。”有着近 30年党龄的渔
民党员张匡京表示，“海上红帆”
党总支成立后，让他们终于有了
“家”的归属感，出海作业也更加
有干劲了。

石浦镇是我县渔业大镇，目
前共有在册渔船 1343 艘，渔民

9400余人，其中渔民党员 86人。
2020年 9月，为有效解决“岸上
找不到党员，海上找不到组织”
等实际问题，该镇依托镇渔业办
公室、渔业服务公司，按照渔业
管理片区划分整合渔民流动党员，
成立功能型“海上红帆”党总支，
不定时组织开展组织生活、党内
宣传教育、安全生产、就业技能
培训等活动，使全面从严治党从
陆地延伸到海洋。

为织密建强组织体系，去年
11月，“海上红帆”党总支进行组
织架构重组。目前，该组织下辖共
6个党支部、13个党小组，实现对
全镇渔民党员服务管理的全覆盖。
同时，积极吸收和培养优秀渔民

向党组织靠拢，为基层党组织输
送红色新活力。
“我们探索搭建了‘陆上 + 海

上 + 网上’课堂，确保渔民党员可
以随时‘学习打卡’。”石浦镇渔业
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休渔期
间，“海上红帆”党总支开展各
类陆上“送学上门”活动，确保
渔民党员“伏季休渔不休学”；出
海期间，船老大利用闲暇时间组
织开展“短而精、小而实”的党
史学习活动，延伸“海上”学习
链条；建立专门的学习微信群，
由岸上联络员负责，在微信群内
实时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学习材料、
渔业安全生产等内容，实现党员
学习“线上 +线下”两手抓。

安全生产是渔业发展的底线，
更是生命线。“海上红帆”党总
支始终把渔业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组织红帆党员带头签订安全生产
承诺书，严格落实编组生产、值
班瞭望、穿救生衣等制度。同时，
发挥渔民党员“老熟人”角色作
用，通过“渔民说事”，化解海上
区域权属、渔船作业纠纷、渔货
分销利益等矛盾纠纷，确保小矛
盾不离海、不上交。

下一步，石浦镇将继续依托
特色优势，以渔业党建为抓手，
不断建强海上战斗堡垒，让党旗
在海上飘扬，实现党建引领工作
海陆全覆盖，筑牢强党建、护渔
业、保平安的铜墙铁壁。

石浦“海上红帆”党总支
营造渔民党员共同家园

8月 3日袁 县市场监管局会
同丹东街道并邀请部分人大代

表袁 来到阿拉的海水上乐园开展
食品安全野你点我检冶活动遥 共检
查餐饮单位 13家袁 检测小酥肉尧
鸡柳等食品 10批次袁均合格遥
（通讯员 邱琪君 记者 金旭）

“你点我检”

记者 张霞

本报讯 做好国有房屋租金减
免，是我县抓紧抓实稳链纾困助企
相关政策落地的重要举措之一。记
者日前从县国资管理中心了解到，
今年 6月以来，我县加速推进国有

房屋租金减免工作，截至目前，已
减免全县国有企业存量房屋租金
3616万元，惠及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等市场主体 3012户。

国有房屋是指产权为各级国
有全资、国有控股及国有实际控制
企业所有的经营性房屋，包括写字

楼、商铺、摊位、仓库和厂房等。根
据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实施办法，
2022年承租国有房屋的非国有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普遍减免
3个月租金；对 2022年被列为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域内的承
租户，在普遍减免 3个月租金基础
上再增加减免 3个月租金。

为使得国有房屋租金减免
“应减尽减、不漏一户”，我县组建
国资国企国有房屋减租专班，构
建“1 国资 +12家重点国企”工作

推进体系，“地毯式”排摸县域国
有企业租户情况，形成房产承租
方、实际经营承租方两大清单，真
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秉持
“便捷、高效”的服务理念，开通网
上申报、信函申报、上门签约等多
形式服务受理渠道，针对符合条
件的主体开辟绿色通道，做到“同
类材料批量审批、异地材料线上
审批”，切实提升市场主体获得
感、满足感，真正帮助一些困难行
业恢复发展、渡过难关。

我县加速推进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王本祥

本报讯 走进中小学校，开展
青少年科普展览活动；走进科普实
践基地，联合开展防溺水教育；走
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开展
青少年健康科普教育等志愿服务
……今年以来，县科协依托各类科

学教育、科技推广、科技竞赛和科
学普及活动，为青少年插上“科普
翅膀”。
传播科技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引导青少年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县科协联合相关部门针对未
成年人开展航天科普宣传，先后在 9
所学校开展展览活动，共有 2000人

次学生参与活动。同时，联合相关部
门走进林海学校、实验小学开展航天
科创之星公益科普讲座，宣传航天发
展史；举办“智力七巧板”创意拼图团
体赛，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
知、敢于创新的热情。

此外，县科协组织科技人员深
入农村实施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参

与开展“红美人”柑橘林下养鹅技
术推广现场会暨象山白鹅肉质品
鉴会，引导青少年讲好白鹅故事，
倡导科学求知精神。引导青少年加
入科技志愿者队伍，融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联合开展以防溺水培
训以及眼科、脊柱健康为重点的身
体健康科普志愿服务活动。

县科协：为青少年成长插上“科普翅膀”

记者 俞宇 通讯员 徐如霞

本报讯“行动开始，出发！”8
月 3日清晨，象山法院 48名执行
干警、10辆警车集结完毕，奔赴我
县各个镇乡（街道）开展“夏·飓风”
统一集中执行行动。与此同时，在
法院执行指挥中心，部分县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以及检察官应邀前
来，通过执行指挥中心与执行现场
视频连线，共同见证本次行动。

7时 56分，象山法院执行干警
抵达位于石浦镇兴港路的一处复
式公寓。因未支付执行款，被执行
人董某名下的该处房产被象山法
院依法拍卖，并以 70余万元成交。
然而，董某认为，房屋拍卖成交价
低于评估价，拍卖款无法清偿其全
部债务，遂以拍卖价格过低为由拒
绝腾退，且在法院规定的腾房期限
届满后，依旧拒不腾退。

对此，象山法院决定对该房屋
进行强制腾退。“可能是迫于执行
威慑力，被执行人今天并没有出
现。我们现在正在清点、搬离房内
的家装物品。”腾房现场，承办法官
与宁波中院执行指挥中心视频连线
时说。随着腾房行动的顺利开展，
买受人在“验房”后当场与承办法官
进行核收签字、完成交付。

据介绍，“夏·飓风”统一集中执
行行动系宁波法院在前期各基层法
院集中执行行动的基础上，持续深
化“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
动，积极开展“五问五破、五比五先”
机关作风建设专项行动、促进经济
稳进提质的有力举措，力求以执行
干警的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
福指数。当天，象山法院共计拘传 15
人，达成和解结案 7件次，执结完毕
3件次，罚款 10人 1万元，执行到
位金额 78.18万元，腾退房屋 1处。

象山法院再掀“执行飓风”
多名野老赖冶被拘传

记 者 王超男
通讯员 奚赛翔 吕承天

本报讯 8月 3日，中国移动宁
波象山分公司与县商贸集团签署未
来菜场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融合
跨行业资源，共同打造“互联网 +
未来菜场”，助力传统菜场“数智
化”升级。

据悉，我县“未来菜场”项目充
分运用了 5G无线交互、大数据分
析、AI算法、智能秤数据采集、视频
监控等软硬件技术，推动实现农贸
商品交易向网络化、智能化、社区化
发展，并探索农贸商品交易数据在
政府职能履行、民生利益保障、经济

发展助力等方面的应用。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坚持合

作共赢的发展策略和资源共享的原
则，依托基于移动 5G网络、千兆宽
带、双千兆基座的网络底座，赋能城
东菜场、中心菜场打造智能化、云端
化的“未来菜场”。中国移动宁波分
公司将发挥行业优势，通过融合 5G、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不断完善智
慧菜场信息化大屏、5G+AI智能监
控，同时拓展“未来菜场”网络直播、
数据采集、未来支付、文化培育提升
等应用场景化改造，逐步推动“数字
菜场”向“未来菜场”的迭代升级，届
时菜场商户和消费者通过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完成买卖交易。

移动通信智建“未来菜场”

记者 金旭 通讯员 王嘉欢

本报讯 近日，县人力社保局
联合县住建局等单位开展“致敬高
温下的坚守者”———关爱劳动者夏
日送清凉走访慰问活动。

慰问团队实地走访了建设工
地、公交公司、饿了么外卖等单位，
了解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身体
保护和权益维护情况，并送去矿泉

水、藿香正气液、毛巾等慰问品，感
谢他们不畏高温酷暑的坚守，为象
山县城市建设和运营默默付出辛
勤汗水。

此次慰问活动还开展了专题
政策宣讲，就劳动者高温津贴、加
班工资、工伤保险、特殊工时申请
等进行了介绍和解读，进一步增
强了劳资双方学法、守法、用法
意识。

关爱劳动者 夏日送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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