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热点

MINSHENG XINWEN 3民生新闻
ninghainews@sina.cn

2019年5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徐荐荃 电话：65577917 校对：玄子 版式：王肖丹国礼、有机、香木海黑茶 北斗北路76号 65592259
桃源中路149号 65581277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通
讯员 陈军杰 胡永斌） 为增
强老年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营
造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日
前，县民政局与中国人保财险、
中国人寿等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
体正式签约，为我县老年人提供
意外伤害保险服务项目，一旦老
年人出现意外伤害事故，可直接
拨打保险公司电话进行报案和理
赔。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是指由
投保人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
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在约定范围内
发生第三方责任的意外伤害，造
成老年人死亡、伤残或医疗救治
的，依照合同约定，给付受益人
保险金的一种商业保险。其保险
责任涵盖了意外伤害身故，意外
伤害残疾，意外住院医疗费用补
偿以及意外住院津贴、意外非住
院骨折津贴。保险范围明确了特
定区域、其他区域两大类保障范
围。

记者了解到，老年人意外伤
害保险参保的对象为具有本县户
籍并居住在我县的 60周岁（含）

以上居家老年人。投保费用：60
周岁（含）至 80周岁老年人的保
费标准为每人每年 35元；80周岁
（含）以上老年人的保费标准为每
人每年 40元；每人限购 2份。其
中，具有我县户籍并居住在我县的
80周岁 （含） 以上居家老年人，
以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
中的居家老年人，其投保一份的费
用由政府全额补助。

此外，特定区域是指宁波市
区域内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设施
和体育场馆，包括各类博物馆
（院），美术、科技和纪念场馆，
烈士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公
共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为
老年人提供优惠的公共体育场
馆；各级文化馆（站、宫、活动
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和老年活动
中心（室），老年学习培训场所。
其他区域包括宁波市区域范围内
的各类公园，小区周围广场、道
路等居所之外的日常活动空间。

自 1998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
来，我县老年人口以每年4%至5%
的速度递增。截至 2018年底，全
县 60 周岁以上老人达到 13 万余
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20.93%。

老年人意外伤害险正式落地
三类老年群体保费由政府买单

近日，县教育系统第十一届艺术
节暨中小学生器乐合奏比赛在星海小
学举行，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20个代
表队参加了比赛。比赛分器乐合奏和
课堂乐器演奏两个内容，孩子们用精
湛细腻的演奏赢得了阵阵掌声，惊艳
全场。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星海宣 摄）

这才艺
太惊艳！

日前，湖西社区开展了“拥抱阳光童年——儿童行为认知改善项目”公益
项目的讲座。县妇保院健康教育科科长尤爱娣医生通过生动的案例，给家长们
讲解了孩子不良行为习惯形成的原因、可能造成的后果，以及如何照顾孩子的
情绪，促进亲子关系等问题，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通讯员 陈晓丽 摄)

如何成为更好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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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林——应急联动杯”
企事业单位足球赛第四轮赛况

记者 曹维燕

昨日，有网友爆料，一头野猪冲
进了我县深甽某企业食堂，然后被
众人给捕杀了。视频流出后，网友
议论纷纷，野猪是不是保护动物，能
随意捕杀吗？记者向县森林公安局
进行了了解。

网友爆料：
野猪冲进员工食堂被众人捕杀

从网友“米胖糖”发布的视频来
看，在某工厂的员工食堂内，不少员
工正在就餐，此时一只半米高的野
猪忽然冲进食堂，引起大家一阵惊
慌。在随后发布的一段视频中，可
以看到有两个男子正在将打死的野
猪用绳子捆好，准备抬走。旁边不
少人在围观。

视频流出后，不少网友议论纷
纷，有人表示，野猪作为保护动物，

是不能随意捕杀的！也有人表示，
野猪攻击性很强，不捕杀，容易带来
人身危险。

对此，记者采访了县森林公安
民警。县森林公安局局长王跃乾表
示，根据浙江省林业厅 1998年 10月
公布的浙江省一般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名录，野猪被列为省一般保护动
物。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生
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而且每
年的 4月 20日至 10月 20日和春节
期间的农历十二月廿五至正月初八
是禁猎期，在禁猎区内不能随意捕
杀野猪。

“不过也有特殊情况。”王跃乾
告诉记者，当野猪出现危害的时候：
一是对人类的财产造成损害，主要
表现是破坏农作物；二是对人身安
全造成损害，主要表现为攻击伤害
人，可以由专业人员进行猎杀。“像
野猪冲进员工食堂，对企业员工的

人身安全带来危害，就属于这种特
殊情况。”

民警发声：
捕杀野猪需要政府部门批准

记者还从县森林公安处了解
到，最近野猪下山活动蛮频繁的。

黄坛镇双峰片区的香榧种植户
最近也遭遇了“猪灾”。不少香榧树
被野猪破坏，树种根部被啃食，榧农
损失严重。

野猪破坏农作物，给村民带来
损失，具体该怎么办？记者从网上
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
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财政给予
补偿。但在实际采访中，很多部门
表示，究竟是哪级财政补偿，法条并
未明确。这也导致除一些保护区
外，各级财政均没有列出这样一项

开支，村民得不到补偿。
鉴于此次双峰野猪对榧农带来

的巨大经济损失，县香榧协会只能
出面向县森林公安提出相关申请，
帮助村民防范野猪损害作物。

“现在我们正在申请审批，并向
上面报备，向猎户发放猎枪猎杀野
猪，时间为期一周。”森林公安民警
告诉记者。照相关法律规定，猎捕
野猪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
捕量限额管理。如果是持枪猎捕
的，必须取得县、市公安机关核发的
持枪证。如果未取得狩猎证捕杀野
猪，属于违法猎捕。

记者了解到，我县在对猎民和
猎枪的管理上也极为严格。在狩猎
期间，每一颗子弹怎么用的都要登
记。在禁猎期，猎民禁止上山狩猎，
猎枪也要全部上交，由公安部门统
一保管。现在处于禁猎期，想要申
请狩猎程序就更加复杂。

野猪冲进食堂被众人捕杀引热议

野猪是不是保护动物？可以随意捕杀吗？

本报讯 （记者 潘旭婷 通
讯员 麻晓丹） 日前，县 120接到
一位妈妈的报警求助，称她的女儿
受伤在家，急需救助。急救人员赶
到现场后发现，一名十四五岁的小
姑娘左小腿内侧近踝部有一约 3公
分的裂口，正在出血。可当急救人
员准备靠近进行急救时，她却大喊
大叫、神情紧张，十分抗拒。

据了解，小姑娘患有抑郁症，这

次有一周时间没去上学，每天在家
里玩手机。当晚她妈妈就因为玩手
机这件事情说了她几句，一转身小
姑娘就用菜刀割伤了自己。在急救
医生的安抚下，小姑娘的情绪渐渐
平复下来，接受了止血包扎、心电监
护等治疗，并在妈妈的陪同下前往
县第一医院就诊。

今年，县急救站已接到多起青
少年因抑郁而自残、自杀的报警，且

病患年龄呈现低龄化趋势。抑郁症
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学业表现、人
际交往等都带来极大的危害。

县急救站医生提醒，家长、老师
应注意孩子的早期不良暗示，如一
到学校门口、教室里就感觉头晕、恶
心、腹痛、肢体无力等，而离开时一
切又都正常；或者似病非病像头痛
头昏、呼吸困难、异物感等经医学检
查后并没有病症，但无好转迹象。

另外，患有抑郁症的青少年应积极
接受正规治疗，在医生指导下规律
用药。家长、老师、同学平时多予尊
重、包容，采取从容、诚恳的态度与
之交流。注意其隐私，不在走廊、电
梯等公共场合谈论其病情。一旦察
觉孩子有自杀意图时，一定要将刀
具、玻璃制品、衣架等可能危及生命
安全的物品藏好，密切观察或者限
制其行为，做好保护措施。

青少年抑郁呈低龄化趋势

县120急救站已接到多起求助电话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俞梦婷）“一池春水念，十
年终有闲，我心似清泉，今日故乡
还。天明山，我的温泉之恋，森林中
漫步，星空下遇见……”日前，宁海
天明山森林温泉小镇首发温泉之歌
——《天明山温泉之恋》，柔美悠扬
的歌声诉说着温泉小镇的情怀，首
发便受到了广泛好评。

宁海天明山森林温泉小镇资源
环境绝佳，拥有全省开发最早、水质
最好的温泉，日出水量达 8000方。
全镇森林总面积 20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 90%，负氧离子最高达每立方
厘米三万个，是国家森林公园，省级
生态公益林示范区，拥有的水环境
令人赞绝，清澈见底的凫溪、长洋
溪、南溪贯穿全镇。

据了解，2018年 8月，著名音乐
制作人、词作家、中国音乐家协会流
行音乐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音乐文
学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广平，著名
词作家、诗人、上海市音乐文学学会
会长张海宁，作曲家、音乐制作人虎
卫东等组成的上海采风创作团走进
天明山森林温泉小镇，邂逅山水人文
之美，感受温泉小镇的人文底蕴，小

镇之歌由此走上了创作之路，并由知
名歌唱家林宝倾情演绎。创作团队
将“温泉小镇”历史文化底蕴、美好发
展愿景、浓厚的文化气息、悠扬的民
间小调等多方面融合到作品中，通过
音乐的传播，进一步提升“温泉小镇”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目前，《天明山
温泉之恋》MV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中，不久将正式上线发布。

深甽首发温泉之歌《天明山温泉之恋》

商业用房出租
位于山河路5号，环城西

路 176号，178号（西城国际）

商业用房整体出租，建筑面

积800㎡左右，价格面议。

电话：15958894880

厂房出售
位于模具城标准厂房出

售，建筑面积 2300㎡左右，占

地面积 720㎡左右，底层 7m
多，可放行车，双货梯双楼

梯，前后路宽，出入方便，价

面议。

电话：13616598855

厂房出售
位于模具城有厂房出

售，土地面积 570㎡，建筑面

积 570㎡,32x18m，层高 9.4m，

有行车，价面议。

电话：13586735760

陈双燕和戴云杰的儿子

戴赫出生证遗失，编号：

L330724953，声明作废。

陈双燕

上班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0—5：00
地址：宁海县时代大道160号宁波银行大厦2楼218室
咨询电话：6557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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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进和整合全县房产中介服务业资源，打造房

产中介服务业平台，构建房产中介服务业产业带，县商
贸集团组建了房产托管中心，将气象北路1-79号（原农
贸市场西大门对面）打造成特色鲜明的房产中介一条
街，该街区位于县城中心地带，交通便捷，商业氛围佳。
现向全县房产中介行业招商，有意向者请联系县商贸
集团咨询。

招商联系人：吕先生 招商联系电话：65131312

宁海县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专职登记、办理厂房买卖等信息服务

18888695558 13906605178 15958837808

新正企业管理中心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
39座、45座、53座、60座、70座）

（微信手机同号）

宁海中青旅车队
商务公务包车
（6座、19座、31座、39座、53座）
65261111 13906605322

商务公务包车
（19座、29座、39座、45座、53座）
13989393993 13989331111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车队

专项代办企业项目申报及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大鱼馆竹口店

美食热线：13023775888地址：科技大道2号（四季桃源）
百姓消费菜品清爽 地道宁海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