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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3

本报已开通《微新闻》栏目，特通过新浪微博（http://weibo.com/
cnxww）、微信（cn-news)向广大网友征集新闻线索，网友可将自己所

见所闻，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格式，第一时间@今日苍南，并留下您

的手机号码。一经采用，将给予一定的稿酬，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征稿启事

微新闻

@雷步涨：@今日苍南 日前，灵溪镇城镇综合管理中心按照冬

季绿化树木养护特点，组织人员对城区内的绿化树木进行涂白、培

土搭棚覆膜、喷施防冻剂等养护工作，提高绿化植物越冬能力和抗

病性，创造整洁优美的城市绿化环境。此次行动共涂白树木38079

株、缠保温带536株、覆盖薄膜1220平方米、喷施防冻剂873株。

树木穿“衣”温暖过冬

@欧阳恒：@今日苍南 争当小厨师、你画我猜、揪尾巴……日

前，南宋镇团委结合“新青年下乡”活动，协手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瑞

安学院志愿者，在北山村文化礼堂开展新青年下乡之暖冬系列活

动，吸引了辖区20余名孩子参加，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使得孩子

们笑声不断。

童心同乐 健康成长

记者 林明明

对吴练招而言，1 月 11 日，

注定是个悲伤难忘的日子，在简

单的告别仪式后，她克服心中的

万般不舍完成丈夫遗愿，无偿捐

献其器官，为更多有需要的人送

去希望。

年仅 38岁的杨秀隆是一名

贵州籍退役军人，从事长途货运

工作，长期的高强度工作给他的

身体留下了许多隐患。1 月 4
日，杨秀隆驾驶一辆重型半挂车

前往藻溪镇下应村送货，当行驶

到下应桥附近时突感不适，全身

提不起力气，考虑到无人控制的

重型半挂车会给过往行人车辆

造成巨大危害，杨秀隆用仅存的

意识将车驶向路边停稳，随即昏

迷在了驾驶座上。附近热心群

众发现后拨打 120，将其送往医

院救治。

杨秀隆在送医之后，被确

诊为突发性脑出血。当妻子吴

练招接到通知火速赶到医院

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

近一周的抢救，对吴练招而言

煎熬万分，每天她都坚守在病

房外希望丈夫的情况能有所好

转，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1
月 9日，经医生的积极抢救与评

估后，因病情难以逆转，最终家

属同意放弃无效的医疗干预措

施，吴练招也毅然选择完成丈

夫的遗愿，无偿捐献他的肾脏、

肝脏以及角膜器官，让爱和希

望 传递给更多有需要帮助的

人。在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

室外，记者见到了吴练招，她满

是泪痕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

憔悴，认真听着OPO协调员、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等告知相关的

捐献条例准则，却又不时地抹去

眼角流下的泪水，最终还是在捐

献承诺书上签下了名字。

“家里还有老母亲和两个孩

子在等着我们回去团聚，但他却

永远留在了这里”，说到丈夫，吴

练招禁不住哽咽起来。夫妻俩

从贵州来到温州打工，作为家庭

顶梁柱的丈夫为了能赚到更多

钱，日常就是在长途路上奔波，

经常是“货运到哪，人就在哪”，

每个月仅能匆匆见上几面，但也

正是这样简短温馨的时光成了

夫妻二人在异乡相互坚持下去

的精神寄托。“丈夫的离去已经

无法挽回，我一定会完成他留下

的心愿，让他不留遗憾”。吴练

招告诉记者，丈夫杨秀隆是一个

非常热心的人，平时最喜欢帮助

别人，很早以前就透露过走后捐

献器官的意愿，对于杨秀隆的突

然离去，吴练招做好了家里人的

心理工作，让远在贵州的母亲和

孩子一起支持杨秀隆的遗愿，让

他的善良与热心换种方式继续

延续下去。

当日，市、县红十字会安排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赶往医院，

了解杨秀隆的情况并确认家属

的捐献意愿。泣不成声的吴练

招在器官捐献协议上颤抖地签

下名字、按下手印。据悉，杨秀

隆共捐献 2个肾脏、1个肝脏和

一对角膜，可以救治 3名重症患

者，让2个人重返光明，让更多家

庭因此重获新生。

器 官 捐 献 是 一 个 人 去 世

后，将其功能良好的器官以自

愿无偿的方式捐献给国家人体

器官捐献管理机构，用于救治

因器官衰竭而需器官移植的患

者，使其生命延续。据县红十

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县从

2012年开始开展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造血

干细胞血样采集入库 1195 人

份，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 10例；

人体器官、遗体（眼角膜）捐献

志愿登记 194 人。实现人体器

官捐献 4 例；遗体捐献 3 例；眼

角膜捐献 7例。

捐献器官为更多人送去希望

38岁退役老兵如此获“重生”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1月20日

下午 2时在苍南县沿浦镇龙澳村龙海路 6
号一楼大型会议室举办拍卖会，对下列标

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始价：
1. 苍南县沿浦镇龙澳村木林320亩虾

塘，2年租赁权，租金起拍价为人民币 260
万元/2年（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租金首

年先缴纳两年租金成交价的 75%，第二年

再支付剩余的25%租金。

2. 苍南县沿浦镇下在村东湾围塘，占

地面积约 120亩，3年租赁权，租金起拍价

为人民币 90万元/3年（竞买保证金 10万

元）。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3. 苍南县沿浦镇界牌村养殖塘，占地

面积约 286亩，2年租赁权，租金起拍价为

人民币 155 万元/2 年（竞买保证金 10 万

元）。租金一年一付，先付后用。

二、咨询及缴纳保证金时间：即日起至

2021年1月20日上午11：30止（工作时间）。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2021年 1月 19
日 9：00-17:00（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

在苍南县灵溪镇车站大道328号二楼苍南

县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多功能

厅。2021年 1月 20日 9:30-11:30（以保证

金到账时间为准），在苍南县沿浦镇龙澳

村龙海路6号一楼大型会议室。

四、拍卖方式：增价式拍卖，按价高者

得的原则确定买受人（承租人）。

五、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六、有意竞买者，单位凭营业执照副

本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公章，个人

凭身份证，带缴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凭证

单等，前来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领取竞买

文件。拍卖成交者，保证金直接冲抵成交

款，不成交者，保证金无息退还。保证金

缴入账户：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

公 司 苍 南 分 中 心 ， 账 号 ：

201000194413393000002，开户行：鹿城农

村商业银行仰义支行。（现金缴款者请务

必在“缴款人信息”栏填写竞买者姓名，

“摘要”栏填写项目名称）。

七、注意事项：
1. 拍卖标的以现状为准。

2. 委托方有权在拍卖会前对标的物

终止拍卖。

3. 标的经营活动所需的经营审批存

在的风险和责任，由买受人（承租人）自行

承担。

八、咨询电话：26669080（农村产权服

务中心）64201147（拍卖公司）

温州市农村产权服务中心网址：www.
wznccq.com

苍南县农村产权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丰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3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租赁权拍卖公告

本报讯（通讯员 黄慧翔）

日前，市监局联合县电子商务协

会、广告协会、农创客发展联合

会、针织行业协会等单位，率全

省之先召开网络直播营销合规

培训会议，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

营销行为，促进直播营销新业态

健康发展。80余名参加培训。

市市监局广告监管处处长、

公职律师、中国广告协会法律咨

询委员会委员谢旭阳从近期网

络热议的“辛巴带货‘假燕窝’案”

入手，通过形象生动的案例分析，

鞭辟入里，为现场学员分析网络

直播营销中可能涉及的各项相关

违法行为，现场对《网络安全法》

《电子商务法》《产品质量法》等近

二十部在直播带货中会涉及到的

法条进行宣传讲解。会上互动气

氛十分热烈，对于部分学员提出

的在直播带货中直播机构、主播

的营销合规责任、食用农产品的

监管、苍南四季柚及其副产品标

签标注等问题，谢旭阳进行了耐

心且详细地解答。

自2020年7月至11月，县市

监局开展了网络直播带货行业

专项整治，对2020年以来网络监

测、群众举报、舆情反映及其他

途径发现的网络直播带货涉嫌

违法线索作了全面梳理分析，对

全县网络交易平台、社交视频平

台、网红经济运作公司直播带货

情况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并通

过建立完善协同配合的监管机

制和主播间信用评价、便捷有效

举报投诉机制，进一步规范直播

电商、主播行为，强化主体责任

落实，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

展。截至目前，共开展约谈5次，

约谈MCN机构2家，约谈网络主

播15人。

下一步，该局将加强与网

信、公安、广电等部门沟通协作，

强化信息共享，提升监管合力。

联合协会发挥组织带头作用，引

导经营单位严格履行主体责任，

合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同时

加强对马站四季柚、宜山针织品

等苍南本土产品及其副产品的

产品包装规范和知识产权扶持

保护工作，持续优化全县营商环

境，推进全县本土产业高质量健

康发展。

直播带货有“规矩”了

80余名营销人员集中“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