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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9 月 12 日 10 时至
2019年 9月 13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执行所依据的法
律文书为：（2012）台玉刑初字第346号。现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潘**在浙江玉环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金170490元占比0.0447%
股权 （详见台州兴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第
133号评估报告中的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起拍价：55 万元，保证金：10 万元，增价幅
度：5000元。

根据浙江玉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
定：“个人所持有的股份只能在个人间转让，且持股人
员要求为非公职人员。”竞买人资格须符合上述条件。

如果参与竞买人未开设淘宝账户，可以委托代理
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以代理人
的个人账户代为竞买，但必须在竞买前向我院递交相
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双方到本院办理授权委托
手续予以备案，如未事先办理委托手续备案，本次竞

买活动视为参拍人的个人行为。
二、咨询时间与方式：自 2019年 8月 12日起至

2019年9月11 日止（工作时间内），有意者请提前与
本院委托的司法拍卖辅助机构——展唐助拍（上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服务热线：400-819-9090。

三、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
动结束前，每最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将自动
延迟5分钟。

四、拍卖方式：设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保
留价等于起拍价，至少一人报名且出价不低于起拍
价，方可成交。

五、特别提醒：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担保责
任。有意者请亲自了解核实浙江玉环农村商业银行有
限公司的经营及其他状况，未作了解核实的竞买人视
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风险、责任自负，联系
电话：0576-87352908。

六、标的物过户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因
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所涉及的一切税、费、金（含被执
行人所承担的税费金）由买受人承担，拍卖人不承担

上述费用。未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由买受人自行
解决。

七、与本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参加竞
拍，不参加竞拍的请关注本次拍卖活动的整个过程。
当事人、已知优先购买权人已由执行承办人通知，未
接到通知的，本公示满5日视为已经通知。对上述标
的的权属有异议者，请于距拍卖开始3个工作日前与
本院联系。

八、拍卖竞价前淘宝系统将锁定竞买人支付宝账
户内的资金作为应缴的保证金，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
者锁定的保证金自动释放，锁定期间不计利息。本标
的物竞得者原锁定的保证金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
拍卖余款在2019年9月23日15时前缴入法院指定账
户 【户名：玉环市人民法院案款专户-执行款专户，
账号：201000173074564000001，开户银行：浙江玉
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并在领取拍卖款收款收据
后二十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材料到本院签署《拍卖
成交确认书》及领取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办理拍卖标
的物交付手续。

九、司法拍卖因标的物本身价值，其起拍价、保
证金、竞拍成交价格相对较高的。竞买人参与竞拍，
支付保证金及余款可能会碰到当天限额无法支付的情
况，请竞买人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网上充值银行。各大
银行充值和支付的限额情况可上网查询，网址：https:
//www.taobao.com/market/paimai/sf-helpcenter.php?path=
sf-hc-right-content5#q1

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请务必再仔细阅读本院发布
的拍卖须知。

看样预约：400-819-9090（展唐助拍（上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拍品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41（赵）
网店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90（颜）
凡发现拍卖中有违规行为，可如实举报
监督电话：0576-87257015（郑）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详载在淘宝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com/

拍卖公告

玉环市人民法院
2019年8月12日

连日来，玉环市传媒中心组织人员对在台风中受损的电视
网络进行全面抢修，修复有线电视网络故障点128处，排除安全
隐患16处。截至昨天13时，我市的有线电视信号在恢复供电区
域已基本修复。 章雪丽 曾县区文/摄

市传媒中心组织人员快速抢修 在恢复供电区域

玉环有线电视信号已基本修复

本报讯 超强台风“利奇马”
来袭，我市启动了防台风 I级应急响
应，商场休市、工厂停工……8月11
日，风雨暂缓之后，我市各地迅速
启动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市民日常
生活很快又步入正轨。

8月12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各大商场超市、农贸市场供应
较为充足，价格基本稳定。粮油、
肉禽蛋价格以稳为主，蔬菜价格有
所上涨，购买量比平时增加较多。

当天上午，记者走访了市区几
家大型商超，实地了解物资供应情

况。
上午 10时多，吾悦广场永辉超

市内，不少市民正在采购食物和生
活用品。货架上熟食、蔬菜、水
果、面包、饮用水等商品充足，超
市员工还不时从仓库取出商品进行
补充。

家住玉城街道华鸿小区的市民
刘女士经常在超市购物，她告诉记
者，超市内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对
比台风前并没有什么变化。

“超市内大部分商品价格与台风
前的标价一样，客流量有所增加，

但没有出现哄抢商品的现象。”吾悦
广场总经理金华伟介绍道。

市商务局局长李振宇告诉记
者，市商务部门在台风来临前就加
大了对商超商品价格的管控力度，
确保全市物价稳定。台风过后，市
场供应情况良好，基本生活必需品
没有出现断供的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城关中心菜市
场，前来买菜的市民也络绎不绝。
正在买菜的林女士告诉记者，蔬菜
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考虑到
台风带来的影响，她表示可以理解。

一位蔬菜摊主则表示，目前存
货量还算充足，价格较平时上涨了
40%左右，但过几天就可以恢复正
常。

该市场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因
为台风对我市农业造成较大影响，
本地农产品的供应出现短缺，蔬果
价格或将出现短时间的上涨。但随
着对外交通恢复畅通，供应状况将
进一步好转，价格肯定会随之回
落。此外，因渔船回港避风，市场
上暂时以冰冻海鲜代替新鲜渔获。

（李敏敏 吴铭）

台风后我市各地迅速恢复生产生活

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8月11日，在玉环漩栈线礁门路段，市公路局的道路养护和路政人员，正在清理
倒伏、倾斜而阻碍交通的两侧树木，确保县道上车辆安全通行。 吴达夫 李金春摄

本报讯 台风过后消毒工作刻不容
缓。8 月 11 日，楚门镇组织人员对村
（社区）开展防疫宣传，并对村级垃圾中
转站及卫生死角进行消杀。

此次台风灾后消毒工作面积大、时
间短、任务重，楚门镇相关领导会同文
教卫办人员及早部署相关工作，确保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昨天开始，楚门镇组
织卫生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及村 （社
区） 健康员 3支队伍力量对村 （社区）
进行消毒药品分发和饮用水井消毒，采
取点面结合的方式，不放过任何一个卫
生死角，确保全镇辖区内灾后环境卫生
消毒到位，避免发生灾后疫情。（应军）

楚门：迅速开展灾后消毒工作

本报讯 台风“利奇马”
带来的特大暴雨，让我市各乡
镇 （街道） 多处被淹……灾情
发生后，市疾控中心按照前期
应急预案和工作方案，立即启
动应急防疫工作，及时开展灾
后快速评估、受灾场所卫生防
疫、外环境消杀现场指导和灾
后防病宣教，确保灾后无疫情
发生。

8月 11日，市疾控中心积
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我爱我
家”灾后自救行动的号召，派
出9名应急机动队员参与到卫健
系统灾后自救行动队伍中，前
往玉城、坎门及大麦屿街道受
灾严重的地方，加强外环境消
杀工作指导和灾后防病宣传教
育，分发漂白粉120公斤、漂白
精片及泡腾片(含氯消毒片） 30
瓶、灾后防病宣传资料 2120
份，在强化灾后疫情和疾病防
控的基础上，提高群众的防病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当天下午，该中心应急队
员还来到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
团坎门分院分发消杀物资，着
重对肠道门诊与发热门诊开展

督导，从预检分诊、门诊建
设、抢救药械及采样试剂配
备、病人登记和检索等多方面
进行核查，对医护人员现场提
问登革热的诊断标准、报告流
程、采样方法及防护要求等，
并要求相关门诊加强对腹泻、
发热病人的关注，切实做好霍
乱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登革热
乙脑等蚊媒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截至目前，市疾控中心共
出动卫生应急人员 49人次，卫
生应急车辆9车次；发放漂白粉
740千克、消毒液 265千克、消
毒片365瓶、灾后防病宣传资料
12000余份。昨天凌晨，市疾控
中心又新到了一批消杀物资，
确保全市各乡镇 （街道） 能顺
利开展灾后消毒工作。

接下来，市疾控中心将密
切关注全市疫情，继续开展灾
后疾病防控工作，并指导相关
部门和医疗机构做好灾后环境
消毒和卫生宣传等工作，做到
灾情在哪里，卫生防疫工作就
进行到哪里，确保全市灾后无
大疫，保障广大市民的健康。

（王羽）

市疾控中心：

及时指导开展灾后防疫

本报讯 为早日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助力
美丽玉环重新绽放光彩，8
月 11日，市总工会组织 12
名党员干部职工赴玉城街
道垟青社区参与灾后环境
清理等灾后恢复工作。

当天下午，在市总工
会主席阮勇的带领下，一
行人前往玉城街道水塔路
开展清扫工作。经过台风
肆虐，水塔路上树木损
毁，落叶残枝遍地，严重
影响正常通行。大家手拿
铁锹、铁锯、扫帚，有条
不紊的开展清理工作。

经过大家两个多小时
的努力，清扫过后的路面

恢复干净整洁，断掉的树
木、残枝也被一一清运。

据悉，从 8月 11日起
至 17日，市总工会将持续
参与“我爱我家”灾后自
救行动，形成市总工会领
导班子带头，党员干部职
工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以上率下”发挥乡镇（街
道） 总工会的力量，及时
了解掌握企业的停产停业
情况及职工群众受灾情
况，及时到联系乡镇 （街
道）、联系村了解掌握受损
情况，动员全市广大职工
爱护守护自己的家园，发
挥灾后自救的主体作用。

（陈玉丽）

市总工会：

开展“我爱我家”灾后自救

本报讯 台风“利奇
马”导致沙门街道上泥
土、树叶等各种垃圾堆
积，影响市民的正常生
活。为了积极做好灾后自
救工作，还居民一个干净
整洁的道路环境，昨天上
午，沙门镇组织开展“我
爱我家”灾后自救大扫除
行动。

行动中，镇主要领导
带头，全体镇机关干部和
各站所工作人员共同参
与，发扬不怕脏、不怕
苦、不怕累的精神，对沙
门镇桐兴街两侧、背街小

巷、楼群院落、绿化带、
交通护栏等进行打扫清
理，发动全镇上下积极开
展灾后自救工作，形成社
会各界共同参与的良好氛
围。

广 大 市 民 和 沿 街 商
（住）户被他们的行为而感
动，纷纷参与到行动中
来。走在沙门镇的大街小
巷，到处都是忙碌着打扫
卫生的身影。经过两个多
小时的艰苦努力，洁净、
有序的道路环境呈现在人
们的眼前。

（吴林倍）

沙门：

灾后自救大扫除

本报讯 台风造成市
客运中心站场积水严重，
客运车辆、电动车充电设
施、地下车库、变电机房
全部受淹，损失惨重。

为将损失将至最低，
玉汽集团班子成员分赴下
属各地积极组织开展灾后
自救工作，要求各部门立
即统计受损情况。同时切
断客运中心电动车充电设

备电源，组织精干力量深
入站场开展受淹车辆检查
检测，确保车辆在积水退
去后都能立即投入营运。

8 月 11 日一大早，市
客运中心恢复正常营运，
集团下属所有中长途、市
内短途车辆班线也陆续恢
复营运，确保了广大人民
群众都能走得了、走得安
全。 （叶祥财）

市客运中心：

所有班线均已恢复正常营运

昨天上午，龙溪镇组织防疫专业人员分头走进全镇
12个村居，对井水、下水道、人员密集场所、灾后的垃
圾场等易感染区域开展一次全面的消毒，保障人民群众灾
后的健康。 詹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