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漩门湾湿地公园来了“新朋友”
1 只白额雁 2 只小白额雁来玉环越冬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玉
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了解到，2
只小白额雁和 1 只白额雁现身湿
地，这也是首次有白额雁和小白额
雁来玉环越冬。
通过当时的监控画面，记者看
到，这 3 只雁儿有着苍灰色的羽
毛，白色的腹部，明亮的眼睛四周
如嵌了金线。个头也有大有小，2
只小白额雁个头稍小，白额雁个头
稍大，它们正漫步在草丛中觅食。
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是
大量侯鸟重要的停歇驿站和越冬
地，也是我国候鸟迁徙路线的东
线。“候鸟迁徙需要大量的食物补
给，小白额雁来此可能是这里正好
有他们喜欢的食物，他们也会根据
气候，选择留下来或继续南飞。”
市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科普宣教科副
科长辛慧介绍道。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对候鸟
栖息地的生态保护力度，让迁徙大
雁有了越来越多得以栖身的家园。
为了维护生态平衡，让候鸟在这边

栖息活动有充足的食
物，今年湿地还在码
头区域新增了鸥鹭双
栖区域，计划分两批
次投放 10 万尾鱼苗，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次
批次 4 万尾的投放。
据统计，玉环漩
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已
发 现 鸟 类 170 余 种 ，
其中，湿地水鸟占
53%，有国家Ⅰ级保
护鸟类黑鹳、国家Ⅱ
级保护鸟类卷羽鹈
鹕、黄嘴白鹭、白琵
鹭、黑脸琵鹭、黑
鹳、小天鹅、鹗、黑
翅鸢、普通鵟、红
隼、灰背隼、小青脚
鹬、褐翅鸦鹃、草
鸮、斑头鸺鹠等。
每 年 10 月 开 始 ，
北方南迁水鸟陆续飞抵漩门湾，它
们中的部分水鸟会作短暂停留，补
充能量，随后飞向更南方的福建、

坎门：

吹响攻坚号角 共建美丽城镇
本 报 讯 11 月 5 日 下 午 ，
坎门街道召开美丽城镇建设工
作暨“无违建街道”创建动员
大会，全面吹响“无违建街
道”创建和高水平推进美丽城
镇建设的攻坚号角。
会上，坎门街道办事处相
关负责人对美丽城镇建设和
“无违建街道”创建两项工作
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部署。
据了解，近年来，该街道
大力推进“三改一拆”工作，

一大批“低散乱”“脏乱差”
“散乱污”得到整治，后沙金
沙湾、水龙村农贸市场等项目
进展如火如荼，东风工业区、
双水龙工业区、坎门老电影院
等拆后土地即将启动改造，振
兴山体公园、建工路停车场、
双龙文化礼堂等基础设施项目
顺利落地。同时，开展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使城镇更
加干净、整齐、漂亮，面貌改
观明显。
（潘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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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沿海越冬，其余水鸟则会选择
在漩门湾湿地越冬，来年 3—5 月份
返回，包括所有的雁鸭类、大部分

的鸻鹬类和绝大部分的鸥类等水
鸟。夏侯鸟主要以鹭类为主，留鸟
则以林鸟为主。 （王敬 王凌轩）

刷黑龙翔路扮靓小城镇

本报讯 昨天上午，清港
镇组织重点领域改革涉及科
室站所，在港泰商城门口开
展联合宣传活动，宣传我市
全面深化改革成效。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横幅、布置展板、印发宣
传资料、现场解说等形式，
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疑难问
题，切实把“最多跑一次”
改革、禁毒普法、食品安
全、垃圾分类等相关知识宣
传给百姓。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 200 多份，悬
挂宣传横幅 3 条，发放宣传纪
念品 4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60 余人次。
接下来，清港镇将组织
驻联村干部、村干部、网格
员，进村入户宣传改革工
作，引导村民认真接听
0571-12304 调查电话 ， 全面
提升群众知晓率，为玉环改
革点赞。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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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浦：

近日，在漩栈线龙溪龙
翔路路段路面整修半封闭施
工工地上，一台沥青摊铺机
缓缓地向后倾倒滚烫的沥
青，两台压路机来回进退着
压振路面，随着机车的移
动，崭新平坦的沥青路面慢
慢舒展开来。
龙翔路，是龙溪镇区的
主纵街道之一，已投用多
年，不少水泥路面出现了断
裂沉降。今年下半年，龙溪
镇协同公路部门启动了龙翔
路路段路面整修工程，对 2 公
里多的龙翔路全线进行沥青
路面刷黑，将于近日完工。

17:31 动画片

拆违 4000 多平方米

本报讯 11 月 6 日，芦浦
镇开展联合执法，对辖区漩
后线旁一处违法乱搭建铁皮
棚进行清拆，拆除建筑面积
约 4000 平方米。
当天，在现场，笔者看
到，这处违建铁皮棚由于搭
建时间久远，铁架已是锈迹
斑斑，加上电线私拉乱接，

废品随意堆放，导致环境
脏、乱、差，不仅严重影响
城镇形象，还存在重大安全
隐患。
拆违开始后，在户主的
配合下，工作人员用工程吊
机对违建进行切割，再用吊
机放至地面，随后用气割机
对其彻底分解。 （林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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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来临

实体店优惠促销升温
匆忙备货搭“双十一”快车

赶海渔民玩转电商平台

本报讯 “请问您要什么类型的
鱼干？数量多少？私人订制还是礼
盒 包 装 ？ ……” 11 月 6 日 下 午 ，
“双十一”未至，台州吉岛食品有
限公司已进入最后的备货阶段，总
经理朱昆进一边忙着将收购来的鲜
鱼去除内脏，一边忙着回复客户的
线上订单。
朱昆进原是鸡山赶海渔民，
2007 年上岸办起鱼干加工厂，创建
了“鸡山岛”品牌。近年来，他把
销售重心转向了电子商务，并在楚
门租下 100 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
与快递公司合作，依托微信商城，
创办了鸡山首家水产品电商平台，

让梦想起飞 6-7

主营虾干、黄鱼干、带鱼干、沙鳗
干等 20 多个品种。
为了打响自己的鱼干品牌，朱
昆进想了一些促销方式，譬如“捆
绑”沙门海鲜大排档的名气，将自
己价值 68 元的“鸡山岛”牌鱼干免
费赠予这些食客品尝，同时也请食
客注册一下微信商店的账号；尝试
“众筹模式”，即在微信上搞促销，
拉亲朋好友一起团购买鱼干。
这些打开销路的做法，让不少
新客户认识了“鸡山岛”鱼干，也
让回味这抹鲜味的老客户更加忠
实。
“ 去 年 ‘ 双 十 一 ’， 我 们 家 鱼

干订单爆棚，当天销售额达 10 万
元 ， 当 月 销 售 额 超 50 万 元 ， 其
中，市外订单占 50%。”朱昆进笑
着说，今年“双十一”，他新推出
海鲜家庭套餐、拼团购及私人订
制，价格也比平时销售降低了
30%至 40%。
近年来，随着渔业生产的转
型升级,越来越多从事传统渔业捕
捞养殖的渔民，特别是年轻一代
的渔民，从渔船上走下来，通过
淘宝、微信、快手、抖音等网络
平台进行海鲜交易，变身“电商
大咖”。
“11 月正是渔民晾晒鱼干的最

佳季节，此时北风强劲，鱼货干
得快，晒出来的鱼干味道鲜美。
这两天，只要遇到好天气，就动
员全家晒鱼干，可以说是供不应
求。”说话间，海岛特色鱼虾干老
板娘陆华霜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
鱼虾干产品，并介绍它的烹饪方
法、食用方法，通过网络平台进
行零售。
“一早已经接到了十几个订
单，等到‘双十一’，我还会推出
一些特价商品并组织团购，供新老
客户选购，让海岛的鱼味，飘得越
来越远。
”陆华霜笑着说道。
（张莺莺 占瑞军）

本报讯 距离“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越来越近，除了
网店的经营者们正在为即将
打响的电商大战做着充分准
备外，线下实体店也开始紧
锣密鼓地筹划促销活动，他
们也选择主动出击，打算也
在今年的“双十一”购物狂
欢节中抢分一杯羹。
11 月 6 日上午，记者在顺
达家电广场内看到，“双十一
购物狂欢节”的红色海报已
经被贴在了广场的各个角
落，上面有关于“满减”“优
惠”等内容的字样被加粗放
大，显得格外惹眼。据顺达
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蒋辉辉
介绍，为了筹备这一次的
“双十一”，卖场也是“下血
本”
，推出了不少优惠活动。
“即日起至 11 月 9 日，我
们推出了预付定金活动，预
定 1 万 元 抵 1.1 万 元 ，预 定 2

万元抵 2.2 万元。”蒋辉辉介
绍道，除此之外，顺达家电
广场还在海报上承诺了线上
线下同价。
不仅仅是家电行业，在
此次“双十一”活动中，家
装行业也为此费了不少心
思。在渔岙口双港路装饰市
场的金马家具国际精品馆店
内，董事长叶善斌一早就拟
定了优惠方案，为市民们带
去实惠。
“我们在 11 月 11 日至 11
月 18 日推出了全场家具 4.5 折
的优惠。”叶善斌表示，双十
一优惠活动开始后，线上线
下的价格就不会相差太多，
这样一来实体店的优势就凸
显了出来。不仅顾客可以亲
自来店内来挑选装修材料，
还可以享受到十分周到便捷
的上门装修定制服务，可以
吸引不少客流。 （林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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