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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版）

房 屋 租 赁 权 拍 卖 公 告
台州市黄岩宏润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19年7月4日下午14:30

在本公司三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下列标的：①位于横街路 173、175号 2间营
业房5年租赁权（分间拍租）；②位于江口街道新顺中小企业创业园2幢102
室厂房5年租赁权；③位于青年东路158、160号3间营业房3年租赁权（分1
间2间拍租）；④位于黄岩东城街道横街二区5幢2单元201室住宅5年租赁
权；⑤位于永宁公园大桥下西间小卖部用房3年租赁权；⑥位于黄岩区东城
街道海棠新村89单元502室住宅3年租赁权。其各标的的建筑面积、年起拍
租金、拍卖保证金等详见本公司门户网站（www.tzhrpm.com）下载《拍卖清
单》。拍卖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进行。有意参加竞买者请于2019年
7月 3日 16:30前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进行实地踏勘，持有效证件及复
印件接受资格审核后缴纳竞买保证金（户名：台州市黄岩宏润拍卖有限公
司；开户行：台州银行黄岩桔乡大道支行，帐号：511696306200069），办理竞
买手续。报名、展示同步进行，时间定于 2019年 7月 2日至 2019年 7月 3
日。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报名地址：黄岩区劳动北路48号三楼。
联系电话：0576-84080899 2019年6月25日

洪水突来，该怎么办
1.不要惊慌，冷静观察水势和

地势，然后迅速向附近的高地、楼
房转移。如洪水来势很猛，就近无
高地、楼房可避，可抓住有浮力的
物品如木盆、木椅、木板等。必要时
爬上高树也可暂避。

2.切记不要爬到土坯房的屋
顶，这些房屋浸水后容易倒塌。

3.为防止洪水涌入室内，最好
用装满沙子、泥土和碎石的沙袋堵
住大门下面的所有空隙。如预料洪
水还要上涨，窗台外也要堆上沙
袋。

4.如洪水持续上涨，应注意在
自己暂时栖身的地方储备一些食

物、饮用水、保暖衣物和烧水用具。
5.如水灾严重，所在之处已不

安全，应考虑自制木筏逃生。床板、
门板、箱子等都可用来制作木筏，
划桨也必不可少。也可考虑使用一
些废弃轮胎的内胎制成简易救生
圈。逃生前要多收集些食物、发信
号用具（如哨子、手电筒、颜色鲜艳
的旗帜或床单等）。

6.如洪水没有漫过头顶，且周
边树木比较密集，可考虑用绳子逃
生。找一根比较结实且足够长的绳
子（也可用床单、被单等撕开替
代），先把绳子的一端拴在屋内较
牢固的地方，然后牵着绳子走向最
近的一棵树，把绳子在树上绕若干

圈后再走向下一棵树，如此重复，
逐渐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7.离开房屋逃生前，多吃些高
热量食物，如巧克力、糖、甜点等，
并喝些热饮料，以增强体力。注意
关掉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如时间
允许，可将贵重物品用毛毯卷好，
藏在柜子里。出门时关好房门，以
免家产随水漂走。

遭遇恐怖分子劫持，该怎么办
1.尽可能保持镇定不惊慌。
2.在被劫持的过程中，要保存

体力。
3.切记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单

靠个人力量硬拼，更不要行为失
控。同时，应观察时机，发现恐怖分

子的漏洞后，果断抓住时机，临机
处置。

4.密切观察恐怖分子的动静，
设法传递信息。例如，人质可通过
发送手机短信、写字条等方式，将
恐怖分子的数目、企图、特点和爆
炸装置安装的地点、数量等最重要
的信息传递出来。

5.特战队员对恐怖分子发起攻
击时，人质应立即趴倒在地，双手保
护头部，随后迅速按特战队员的指
令撤离。其间，要避免惊慌和混乱，
应首先搀扶老人和孩子。恐怖事件
形形色色，劫持人质的事件也各不
一样，在应对手段上没有固定模式，
一旦遭遇，人质必须随机应变。

遗失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具给叶春娥的浙江省医疗机构住院收费
收据（351），号码 1751227491，号码 1751241337，住院号：00514578，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卢菲虹 通讯员
俞成来）梅雨连连，记者6月24日从
区水利局获悉，今年气象水文年景总
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可能偏多，水
旱灾害发生概率较大，该局紧绷防汛
安全弦，全力做好防灾减灾准备工
作。

区水利局把水库、山塘安全度
汛作为防汛防灾减灾工作重中之
重，严格执行水库河网的控运计划，

严禁擅自超汛限水位运行。为全面
落实水库大坝、水闸和堤防等水利
工程安全管理责任制，区水利局下
发通知，对全区 28座水库、大中型水
闸、重要堤防全部明确了行政责任
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三个
责任人”，把安全管理责任具体落实
到人。“我们要求管理单位加强水库
水雨情观测，落实巡查人员对水库
大坝、溢洪设施、山体结合部等进行

重点关注，特别是存在隐患的水库，
要加强巡查力量，加密巡查频次，做
好汛期防汛值班值守监测预警及应
急处置工作。”区水利局防汛办负责
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区水利局还进一步加强
防汛应急物资采购及储备管理；开展
水利工程巡查及维修养护、安全生产
等业务培训；服务指导台金铁路、东
官河综合整治工程、台州供水三期、

朱溪水库引水工程等市、区重点工程
做好汛期施工防灾避灾安全工作；科
学调度全区水库河网，满足五水共治
及各行各业的用水需要；督促重点渉
水工程单位，编制度汛方案，落实各
项临时度汛措施，确保度汛安全。接
下来，该局还将会同市、区应急局等
相关单位计划在近期开展全市防汛
防台综合演练，进一步提升防汛抢险
救灾应急处置能力。

梅雨连连 区水利局紧绷防汛安全弦

本报讯 （记者 杨梦颖 通讯
员 金秋君）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
市、区“三改一拆”工作部署，建立健
全长效管控机制，严控新违建、消灭
老违建，巩固“三改一拆”成效，进一
步提升城乡环境，近日，宁溪镇在方
家岙村文化礼堂开展了主题为“无
违建政策宣讲进礼堂”宣讲活动。

当天，该镇城建办工作人员、乡
村大使王伶敏和其他无违建政策宣
讲团成员，为村民们一一解答了什
么是违法建筑、违建的危害等，通过

现场咨询、诉求受理等形式，宣传活
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后，宁溪镇
无违建宣讲团还将通过各种形式开
展主题宣传，加强“三改一拆”和“基
本无违建区”创建工作宣传，有效巩
固“三改一拆”治理成果，改善人居
环境。

下阶段，该镇还将深入推进无
违建村居创建工作，并计划在 10月
底前完成全部村居基本无违建村居
创建工作，同时要求三分之一的村
居实现无违建村居创建工作。

近日，受连续降雨天气影响，山
区公路多处出现落石，虽没有大面积
险情出现，但面对多处“开花”的公
路，黄岩公路人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目前，各处落石已基本清理完毕，受阻公路全部恢复畅通。黄岩公路管理局还
开展了全面巡查，发现一处，清理一处，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图为黄岩公路管
理局宁溪站养护人员6月24日在宁大线清理路面石块。

本报通讯员 邱佳媚 黄国贞 摄

清塌不松懈

宁溪：无违建宣讲进礼堂日前，区发改局、区节能办联合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区经
科局等在永宁公园开展大型节能宣传活动，开启我区节能宣
传周活动。活动围绕“绿色发展 节能先行”主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赠送小礼品等方式，倡导节能减排、绿色
发展理念。

本报通讯员 王 璐 许炉引 摄

绿色发展 节能先行

本报讯（记者 冯盛浩） 记者
从6月21日召开的区医联体建设工
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后，我区将加
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副区长
屠荣彪、区政协副主席沈洁参加座
谈会。

今年以来，我区实行“1+1+X”医
联体模式，全面推进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在医联体住院分部、联合门
诊、医学博士站等各方面的建设均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该项工作
推进的过程中仍存在信息化融合困
难、医疗人才短缺、薪酬机制不完善
等不足。

会议指出，医联体建设是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的一次自我整合、自
我优化、自我提升，是典型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解决卫生资源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利于破解无
序就医问题，推动形成分级诊疗格
局，这是深化医疗领域改革的重大
举措。

会议要求，我区医联体建设工
作要坚持目标导向，实打实地促发
展，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建设目标
上来，牢记“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
为根本”的理念；要坚持问题导向，
实打实地解难题，市一医和中医院
两个医联体牵头单位要主动谋划，
理顺机制，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建
设要求，相关单位要全力以赴支持
医联体建设工作，出台配套政策，保
证改革措施落实到位；要坚持民生
导向，实打实地补短板，以医联体建
设为主要抓手，全力攻克薄弱环节，
补齐健康短板。

我区加快推进
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蒋奇军） 6月 22
日一早，澄江街道石峰杨梅蜜橘合作
社负责人小林来到果园，采摘了新鲜
的杨梅并进行打包装箱。带着精心准
备的二十多箱杨梅，他来到江北公园
彩虹桥广场，参加由团市委、市农业
农村局共同主办，团区委承办的“乡
村振兴 青春建功”青年农创市集。当
天，来自台州各县市区约五十家涉农
创业企业汇聚于此，小林的合作社就
是本地19家涉农企业之一。

当天下午 1 点 30 分，青年农创

市集开市，杨梅、精品东方蜜瓜、小
番茄、铁皮石斛、大米、蜂蜜、白茶等
农产品吸引了一波波市民争相选
购，手作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也
让市民目不暇接。“这个市集很有意
思，有很多新奇又特别的东西，真是
个‘淘宝’的好地方。”市民陈小姐家
住滨江丽园小区，本想趁着周末带
宝宝到公园走走，没想到，一进公园
就看到农创市集，她便带着宝宝乐
此不疲地“逛嗨”了。

而在农创集市的另一端，农创青

年圆桌会正在热烈召开。农创青年们
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区农业部门向
他们介绍相关创业政策。“青年市集
活动为广大农创青年提供了更大更
好的舞台，大家在交流中发生思维碰
撞，找到了伙伴，拓宽了创业眼界。”
小林说，此次农创市集选址放在了城
区人气很高的场所，为大家的农产品
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助力农产品
影响力的提升。市集上，小林主动拿
自家种植的杨梅给大家品尝，好评如
潮，当天就有三百多名市民关注了他

的微信，在宣传了杨梅的同时，他散
养的土鸡也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不少
人准备上门订购。

据了解，此次“乡村振兴 青春
建功”农创市集积极探索从公益、产
品、产业三个维度助力乡村振兴，组
织农创青年发挥自身优势，展示农
业创业成果，为广大青年提供创业
服务资源和搭建项目推介平台，营
造了良好的青年农创工作氛围，有
效激活乡村产业，为乡村加快发展
注入新动力。

青年农创市集助力乡村振兴

6月 18日上午，记者在劳动南路
走了一会，感觉十分舒畅惬意。“比以
前干净得多，改造后变得古香古色，
令人心情愉悦。”当天，正在劳动路逛
街的章晓莲对于改造后的老街赞不
绝口。这时，正在店里烤面包的店主
周杰笑呵呵地走了出来。“我还记得
曾经这里脏乱不堪，那会可没有这么
干净整齐。”他指着不远处正在翻新
的孔园，“我前几天进孔园转了一圈，
有很大感触，这里对我们而言，有太
多美好的记忆。”正如周杰所说，孔园
是年轻人旅游玩乐的休闲胜地，是中
年人品茗听雨的安逸之所，更是耄耋
老人细说往事的避风港湾。

永宁江畔华丽蜕变

早上 8点，记者在滨江世纪大道
下车，气势恢宏、交通顺畅、环境优美
的城市新区展现在眼前。滨江世纪大
道横卧在永宁江畔，宽50米，全长3.8
公里，双向六车道，是目前黄城的主
干道路之一。大道南边高层建筑林
立，极具现代气息，成为黄岩乃至台
州市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往北步行
100米，便是永宁江，此刻的永宁江，
霓虹和江畔里升起的一层薄雾相互
交汇，美轮美奂。

2015年10月1日，横跨永宁江的
人行景观桥正式通行，“S”形的桥身
形如玉带，夜晚时流光溢彩，因此被

称为“彩虹桥”，走过“彩虹桥”，一座
锦绣新城悄然掀开面纱，曾经是棚户
集聚地的江北片区早已换了新颜。

在江北片区改造前，市民陈丹的
家就在大桥边上。一桥一江，两岸是
截然不同的景致。几年前，江北片区
是黄岩沿江老城区，旧企业、旧厂房、
旧办公楼星罗密布，危旧房、老住宅等
混杂其中。排水系统混乱，永宁江成了
江北片区企业和居民的生活污水、废
水的排放池，垃圾堆积如山，再加上杂
草丛生，慢慢成了“拾荒者之家”。那时
候，陈丹看着对面的永宁公园，心里很
不是滋味，不过就这两年，江北片区实
现了“华丽转身”。从 2013年开始，北
区建设指挥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停

滞了多年的江北片区改造一次次获得
突破性进展，规划从蓝图一个个变成
现实。

“这里环境好空气好，我经常来
这里坐坐，小孩子也很喜欢过来玩。”
市民林秀珍说。一旁刚小学毕业的林
姜邑跑过来拉着记者的手：“我刚考
完试，心情很紧张，来这里逛了一圈
心情变得很放松。”在这广受欢迎的
还有一条“舒心道”，它便是永宁江绿
道，自永宁公园西大门起，沿永宁江
蜿蜒而行，直至长潭水库大坝。自东
向西，分城市观光段、河湾动感段、橘
园梦乡段、凭栏山河段、田园风情段
等 5个主题绿道，与周边村落密切相
连，成了不少黄岩人出游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