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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浙江增值普通发

票 两 张 ， 代 码 ：
3300162350， 号 码 ：
19864840、 11971499， 于
2019年7月11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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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主汛期来临前，为
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和安全度汛，漩
门湾国家湿地景区开展河道清障工
作，做好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确
保安全度汛。

7月 10日上午，记者在景区游
船码头前的水域中看到，水葫芦大
量聚集，沿着河道连绵数十米，厚
厚地铺开，严重影响船舶安全通行
及河道防洪排涝。

不远处，一辆“大家伙”——

水上垃圾清理船，正在河道深水区
域穿梭打捞漂浮，水面上的漂浮物
通过传送带自动运送到船上的垃圾
箱。在近岸处水域，几名小工伸长
竹竿，将河面漂浮的垃圾、水草等
漂浮物一一清理。

“水上垃圾清理船可以清理大
部分的水上漂浮物，工作效率极
高，一天的时间就能够收集近20吨
垃圾，景区环卫工作人员主要是对
河道‘死角’进行清理，以此确保

主汛期河道不堵塞、不淤塞。”清
理船驾驶员李增法说。

除了对游船区域河道进行清
理，在鹰公岛泄水闸，闸口已打开
泄洪。

据了解，玉环湖库区在汛期的
水位一般保持在-0.3米左右，一旦
超出警戒水位，必须及时开闸放
水，才能确保安全。“根据气象部
门预测，接下来我市还有大雨，局
部暴雨，因此我们提前进行预排预

泄，降低库区水位，保证库区的安
全，防止农田受淹。”市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科副科长欧阳全
文告诉记者。

此外，鹰公岛泄水闸工作人员
已开始全天候轮流值班，除了在值
班期间做好泄洪排涝和安全巡查、
机电设施检查外，还要通过监控平
台与指挥部做好视频连线，随时报
告汛情雨情，切实做到洪涝不退，
人不离岗。（李敏敏 王凌轩 辛慧）

清理河道 开闸放水 加强值守

漩门湾湿地全力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 连日来，受梅雨带摆
动影响，我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从 7月 2日下午 3时至 10日上午 8
时，全市面雨量达 193.5毫米，导
致多地农作物受灾。昨天上午，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获悉，近
期我市因雨受灾的农作物面积超
4600亩，农户直接经济损失达千万
元。而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组织
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如图，左
一为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防汛，
帮助农户损失。

当天上午，在干江镇盐盘村瓜
果蔬菜种植基地，农户林银亮告诉
记者，像这样“赖着不肯走”的
雨，他好几年没遇着。林银亮种植
了 7亩西瓜，眼下正是上市期，可
持续降雨让地里的瓜藤、瓜叶开始
发黄，不少西瓜也出现了腐烂现
象。“西瓜在成熟季节最怕水淹，
被水淹过后，太阳一晒，地表温
度升高，瓜就会开裂，如果不抓紧
卖出去，就会坏在地里。”林银亮
满脸愁容道。

陈银亮的妻子陈娇云正忙着将
摘来的西瓜运到街上卖，她告诉记
者，近段持续阴雨天气，西瓜的销
量明显下滑，价格也随之下跌，零
售价每公斤4元跌至2元。

连日阴雨也愁坏了农户叶素
土。当天中午12时许，他仍在地里
忙着收割成熟的冬瓜，顾不上吃
饭。面对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农作物
降价滞销，叶素土坦言，这是意料
之中的事，也没有办法，因为下雨
天瓜类不易存放，瓜农和瓜贩子都
急于出手，价格自然下跌。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我市正通过浙江省农民信箱平台，
帮助农户联系更多的收货商，让他
们将抢收的农作物尽快销售出去，
减少损失；同时安排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对损坏的排水

基础设施进行重新整修、加固，帮
助农户顺利度汛。

“底部脏东西要捞一下，这样
排水效果会好些。”当天下午，记
者来到位于漩门湾湿地公园内的玉
环鑫雨水果专业合作社承包地，农
技专家正冒着小雨，指导果农对内
部排水渠进行疏通。

只见承包地内，成片文旦树上
挂满了大小不一的青绿色果实，果
农吴希君告诉记者，他的合作社共
种植了 120多亩文旦，今年挂果量

喜人，预计能有 25万公斤的产量。
可连续的降水造成田地积水让他十
分发愁。

看着冒雨赶来的农技专家，吴
希君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他告诉
记者，尽管这两天他已经组织了小
工开展生产自救，但仍然有不少疏
漏，“这些专家来到田里指导我
们，让我们对文旦的枝条进行加
固、对果园开沟排水。相信有了他
们的指导，我们的预防措施能更到
位，今年也能取得丰收。”

经济开发区农技人员林鸿瑞表
示，近几日降水较多，而且台风季
也要来了，因此这几日他们也来到
田间地头看一看、转一转，帮助果
农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将尽一切
力量做好防汛抗台工作，努力减少
汛期以及未来台风对农作物收成的
影响。”

叮嘱完相关事项后，农技专家
还来到市佳隆果蔬专业合作社，对
落果情况进行了检查，并指导果农
进行排水。（张莺莺 胡琼晓 郑超）

持续降雨致4600多亩农作物受灾

农技人员下田头帮农户降损
本报讯 昨天上午，坎门市

场监督管理所于联合坎门街道、
电梯维保公司，开展了一次“电
梯逃生应急演练”活动。

“嘀……”当天上午 10时左
右，玉环天润航空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的办公楼内突然响起一阵急
促的警报声，2名企业员工被困
在了因故障而停止运行的电梯
内，急需援救……

演练中，被困人员利用轿厢
内的应急报警装置向外界发出求
救信号，并尝试着播出了轿厢内
的急救电话。

“现在电梯里是什么情况？
有多少人？关在几楼？你们不要
着急，我马上叫电梯公司的人来
救你们。”在门卫值班室内，负
责管理特种设别安全的安全员曾
姚斌接到了被困人员从电梯内拨
出的求救电话。在摸清现场被困
情况后，曾姚斌丝毫不敢耽搁，
立即通知了电梯维保公司。

疏散人群，架设隔离围栏
……几分钟，维保人员到达了现
场。在确认核实现场情况后，维
保人员用钥匙手动打开了电梯
门，分析出事故原因后，通过盘
车作业的方式，将电梯轿厢停到
了平层处，最终 2名被困人员被
顺利救出。

不少电梯使用单位的工作人
员也坦言，通过此次演练，他们
对于电梯使用的应急意识和安全
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以
后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肯定不会
慌了，就是按正常程序，通知维
保人员前来救援，更不会自己擅自开门。”海都花园小区物业经
理说道。

（林怡 金烨鹏 刘红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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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位于干江镇滨港
工业城的市德馨建材有限公司内，
巨大的混凝土搅拌站设备立在厂区
中央，混凝土车在广场上来回穿
梭，工作人员正在为正式生产做着
最后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们已经接到了不少订
单，下周这个厂房就可以正式投产
了，多亏了农业银行解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不然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也

不能这么快。”“德馨建材”董事长
江子通感激地说道，原来，去年 9
月，公司拍下了滨港工业城的一块
土地用作生产厂房，在后续建设中
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正当他犯难
的时候，农业银行送来了3000万元
的“入园企业前期贷”，“德馨建
材”也成为我市第一家享受“入园
企业前期贷”的企业。

据了解，考虑到进驻小微园区

的小微企业在新建厂房、购置设备
等前期经营活动普遍出现资金短缺
情况，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创新推
出“入园企业前期贷”，为在园区
内购买土地的小微企业客户提供服
务。

这种贷款一改过去“企业生产
前无法接受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
缺陷，以企业受让的园内土地使用
权为抵押，为企业提供新建厂房、

购置设备等前期资金需求，大大缓
解了企业资金压力。

“拍下土地第一时间，我们就
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提供服
务。”农业银行清港支行网点负责
人陈潇介绍道，“接下来，我们会
与更多的入园的小微企业进行对
接，为他们提供特色贷款业务，为
企业解决资金需求，加速小微企业
入园的落地。”（胡琼晓 金榆也）

“前期贷”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近日，玉环人保财险公司迎来了一批小记者，他们带着探
索保险奥秘的任务开启了一次体验之旅。活动中，小记者们了
解什么是保险、保险的起源和历史，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
发展历程。通过模拟保险承保、风险管理和理赔查勘流程，进
一步了解保险的经营模式和功能作用。

蒋海伦/文 段俊利/摄

小记者探索保险奥秘小记者探索保险奥秘

吴晓红吴晓红 摄摄

（上接第1版）
“罗兰大学成立了‘一带

一路’研究中心后，我们就在
中匈两国教育文化方面不断
创新合作方式。印象中感觉
国内有很多教师培训，但每年
能出国访学交流的教师少之
又少，所以在侨务等部门的牵
线下，我就想到把外教请进

‘家门’。”玉环海外乡贤叶秋
月表示，目前河北等地的中学
也有意向与他们合作办班，她
想以玉环为试点，借“一带一
路”东风将优质的国外师资不
断“输送”进来，逐步将中外合
作的教师培训模式推向全国。

据悉，匈牙利罗兰大学
“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6年10月，是海外首个专门
从事“一带一路”研究的机
构。该中心专门组建了“丝路
研究小组”，重点研究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此外，该中心还与中国
出版集团、南京凤凰传媒集团
达成优秀作品互译合作，与四
川外国语大学开展小语种匈
牙利语本科“3+1”合作模式，
并创办全球首个公办华文学
校——“丝路国学堂”，极大地
促进了中匈两国的教育合作
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