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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江仍有 1100 平方米违建未拆
乡镇回应：将尽快完成拆违

近段时间，市“三改一拆”办
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干江镇仍存在
千余平方米违建，一部分在干江
村，一部分属于木杓头村，这些建
筑老旧，大多用来出租给外来人口
居住，存在安全隐患。
近日，记者跟随市“三改一
拆”办来到位于干江镇干江村圣母
宫附近的违建区块，这片房子大多
依山而建，外观上看，小部分是铁

皮屋顶砖混结构建筑，剩下的则与
一般民房没有两样。
在一块堆满了杂物的空地一
侧，有一家机械厂，厂房面积近 40
平方米，厂房内通道十分狭小，安
全隐患很大。房东姜阿婆告诉记
者，这块地是她 10 多年前买来的，
当时并没有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和证
件。
在机械厂的正对面是一整排居
住出租房，房子同样没有任何审批
手续。据了解，今年上半年，这些
出租房仍在对外出租，直到“利奇
马”台风让这排房子成了危房，租
户才陆续搬离。
位于圣母宫另一侧，也有一处
U 字形的违建出租房，尽管沿路的
墙上都写着“违章建筑，不得出

租”字样，但该片出租房目前处于
出租状态，几乎每间都住了人。据
房客介绍，他们租住在这里已有三
四年了，由于一直都没有拆除，所
以房东也并未通知他们搬离。
分布在这一片的违建数量有多
少？又是何人何时建的？带着这些
问题，记者来到干江村村部，村委
会主任王增富表示，自己并不是特
别了解情况。随后，记者又电话联
系了干江村党支部书记林星芳， 林
星芳在电话里表示，该片违建存在
时间较久，虽然拆除了一部分，仍
有一部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无法拆
除。
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干江
村，与之相邻的木杓头村也存在一
片违建出租房尚未拆除。该片出租

房其中一部分被拆除，现场遗留着
大量的建筑垃圾，另一部分则保存
完好，15 间房子目前正在出租中。
相邻的一片违建出租房，一半已
拆，另一半未拆，这又是为什么？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干
江所所长盛中口中了解到，这些违
章建筑存在已经 10 多年了，之前和
其他部分联合拆除了一部分，由于
地处偏远，监管难度大，另一部分
的拆除工作暂时被搁置了。
据统计，干江镇干江村和木杓
头村涉及的违建总面积达 1100 多平
方米。干江镇副镇长叶继勇表示，
接下来，干江镇将全面铺开对违章
建筑进行分类处置，按照拆除一
批、补办一批、缓拆一批，尽快完
成拆违工作。 郑琦琪 潘俊

黑鲷生病难倒老养殖户
渔技员诊断开方来解忧
昨天上午，江岩岛上的
水产养殖户柳加金带着 2 条生
病的黑鲷鱼，匆匆忙忙来到
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寻求帮助。
原来，柳加金的池塘
里，这两天有不少黑鲷鱼侧
着身子在水面上打转，陆陆
续续有鱼儿死亡。经验丰富
的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
情况。
在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
实验室，渔技人员首先刮取
鱼体体表黏液放在显微镜下
观察，排除鱼体长寄生虫的
可能，然后小心翼翼将黑鲷
解剖，发现鱼体肝脏颜色从
红色变成白色，渔技人员判
断黑鲷得病是由肝脏病毒感
染引起，建议在养殖池塘里
泼洒相应的保肝鱼药，三天
后再观察。
倪建军 摄

一位女士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李家小区
2 期正大门西南边公共区域，小区物业在该处的公共区域搭建栏
杆用于停车并且收取停车费，此情况已有 3 个月，违规收费，要
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接反映后我中队执法队员于 10 月
30 日前往现场勘察，该处情况属实，并现场责令当事人进行整
改。目前当事人已将栏杆设置成常开状态，不再进行收费。后
续将加强此点位的巡查。

职工养老，及时解疑答惑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咨询我市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提取问题。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根据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13 号）
第六条规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符合
以下条件之一可以返还个人账户金额：1. 在职死亡；2. 出国定
居；3. 退休时缴费不满 15 年的；4. 有重复缴费的可以退还重复
缴费期间某地的养老个账。如果您以后不在玉环上班参保了，
您可以选择将玉环的参保记录转移到下一参保地或者户籍所在
地。如还有疑问，请拨打参保科电话咨询 （电话：87231681）。

合理采购药品，确保群众安全
一位女士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来电人需服用麝香
保心丸，现反映该药物在药店有售，但无法通过农医保报销，
前往市人民医院购买，被告知医院暂时没有该药物储备，并被
建议前往温州购买，影响市民用药，建议医院能够储备销售该
药物。
市医疗保障局回复：经调查，您所需要服用的麝香保心丸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根据 《台州市公立医疗机构联盟中
成药联合采购成交结果》 公布的药品目录名单显示，该药品已
被列入 2019 年台州市公立医疗机构联盟中成药联合采购未成交
目录之中，属于淘汰和未报名产品。根据台州市公立医疗机构
药品采购联盟的规定，我市公立医疗机构在 2019 年 10 月 1 日
后，就不得再采购、再使用。因此造成您无法在市人民医院购
买到该药物的情况，给您造成的购药不便，我们深感抱歉。麝
香保心丸属于慢性病药且属于处方药。从今年 7 月 1 日起，我市
城乡居民医保慢性病患者可在“洪福堂”“康复医药”“瑞人
堂”“继尔康”“满江红”等 5 家城乡慢病定点连锁药店 （共 64
家门店） 购药，并可直接刷卡报销。如果您无法适应调整用
药，建议您到医院等有开处方资格的医师处开具处方，并带上
市民卡及慢性病病历本，到市医保定点的 64 家零售连锁药店的
任意一家门店刷卡购买麝香保心丸。

半山水泥路变成“悬空路”
周边居民盼尽快修复

鱼刺扎伤手指不可小视
医生提醒：可能感染细菌引发严重后果

本报讯 玉环人对海鲜绝对是
爱得深沉，鱼、虾、蟹、贝类……
都是心头好，清洗海鲜时被扎伤也
挺常见。但扎伤虽然常见，后果却

违规设栏收费，立即责令整改

可能严重到让超出你的想象。
日前，市民李大姐就遇到了这
样的苦恼。她在处理一条胡须鱼
时，被一根鱼刺扎到了右手大拇
指，紧张慌乱后导致左手掌心也被
鱼刺划伤，她把手指的血挤了一些
出来，只觉得有点痛，就没放在心
上。
不久后，李大姐的两只手臂都
麻痹了，右手拇指和左手掌心变得
又红又肿，十根手指头都发紫，指
关节不能灵活运转，并且钻心得
疼。家里人见状，赶紧把她送到医
院。

急诊科接诊后，发现李女士的
血压偏高，心率和呼吸过快。经血
化验提示，予以抗过敏、补液、止
痛治疗。12 小时后，症状得到缓
解。
无独有偶，当天玉城的王先生
杀鱼时也不小心被鱼刺扎伤手指，
当时有点疼，也没放在心上。不
料，2 个小时后手臂发麻、剧烈疼
痛、伤口红肿，同时出现心慌、透
气不顺畅的症状。经医生对症治疗
后，症状缓解。
急诊外科医师毛禹介绍道，被
鱼刺扎伤可能感染上病菌。鱼刺和

鱼鳍上带有非常多的细菌、病毒和
微生物，比如猪丹毒杆菌、链球
菌、传染性造血组织坏死病毒、传
染性胰腺坏死病毒、弧菌等。各种
刺伤同时也会将人皮肤上的细菌带
入组织深处。比如金黄色葡萄球
菌、表皮葡萄球菌等。无论是哪种
微生物所引起的炎症反应，严重者
均有生命危险。
医生提醒，在清洗鱼虾蟹等海
鲜时要小心，最好戴上手套防护。
万一被扎伤，要立即到医院寻求专
业治疗，避免导致更为严重的后
果。
（盛丹婕 陈蕾蕾）

本报讯 家住玉城街道夕
阳红山庄的林先生和邻居
们，从今年 8 月初以来，回家
总喜欢绕远路。之所以这
样，是因为要避开一段半山
腰上的“悬空路”。
“这条路下面都空了，根
本没办法行走。”林先生指着
家门口的小条小道，满脸焦
虑。
“悬空路”是一条宽近 2
米，长近 100 米的水泥路，位
于夕阳红山庄正大门西侧 10
多米高的半山坡上，是山庄
里的一条交通要道。林先生
的房子就在路边，从这里回
家可节省不少时间。然而，
受今年 8 月“利奇马”台风影
响，道路中央地段几十米水
泥路面下方的泥土被雨水掏

空。其中，最严重的 10 多米
长的水泥板路面完全架空，
形成依山悬空的“奇观”。由
于没有了泥土的依托，变成
“空壳子”的水泥路面还出现
长达数十米的裂纹。
“你看，这个水泥板都向
外向下倾斜了。”为了更加形
象地展示路面倾斜现象，林
先生拿着一个圆形瓶子，轻
轻地将瓶身横放在路面上，
瓶子随即往外滚落出路面，
跌下陡坡。
路面险情重重，而下方
是 10 多米深的陡坡，紧挨着
坡坎就是民宅；路基上方一
侧也是民宅，如果进一步塌
方，对于山庄居民和下方的
建筑，后果都将不堪设想。
对此，林先生和邻居们
多次向社区和相关单位反
映，虽然相关部门来过现
场，但 3 个多月过去，仍然没
有任何处理结果。
出于安全考虑，林先生
只能避开这段路，从另一个
方向绕远路回家。在此，林
先生希望政府部门能尽快把
这条路修好。 （龚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