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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打造宁海小初高数学培训领军品牌

敏欣教育
M I N X I N J I A O Y U

专业培训数学、英语自然拼读、书法

记者调查

制作纸团扇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日前，桥头胡街道关工委开展传
统纸团扇制作体验活动，让儿童们充
分感受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下一
步，街道关工委将更多从青少年的实
际需求出发，创新形式方法，积极开
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为广大青少年成长成才创造条
件。
（记者 屠以撒

通讯员 杨宵杰 摄）

身边的文明记者 方景霞

4 月到了，“五一”长假还会远
吗？近日，小记身边不少人开始讨论

“五一”出游计划，被新冠肺炎疫情压
抑了一年多的出游欲望喷薄欲出。
今年“五一”假期共计5天，大家出游
方式有哪些？不同年龄层次的旅游
有什么特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中年组拖家带口游
自驾成首选

作为上有老下有小的代表，中
年组或出于带小孩子出去见见世
面，或出于孝心带老人到处走走，对

“‘五一’假期怎么过”这个话题讨论
格外火热。也正是因为拖家带口，
周边自驾游行程短、出游方便，成了
中年组出游的首选。

市民潘女士有两个娃，“五一”
打算去绍兴，目前正在订酒店、做攻
略。至于为啥目的地选择绍兴，她
笑道：“关键是车程两个半小时就能
到，适合带孩子出门。”查看了好几
个公众号的攻略后，潘女士一家准
备走一下名人故居，吃下绍兴地道
的美食，去仓桥直街撸猫，“小孩喜
欢猫，但是自己养太麻烦，趁这次出
游满足一下小孩撸猫的欲望。”

市民周先生一家三口，则准备
和两个好友一起，一共三个家庭，组

队自驾去象山看看海，逛逛影视
城。“小孩子喜欢追星，我也挺好奇
拍电影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所以
就决定去看看。”周先生告诉记者，
平时也经常和好友几个家庭去宁海
乡村烧烤、游玩。和好友家庭组队
玩已经是他们家的常态，主要以休
闲为主，不喜欢太累，因此这次去象
山玩3天，还剩2天在家休息。

一名相熟的旅游从业者也表
示，近几年自驾游火爆，对旅游团散
团市场造成一定影响，反而是一些
特价门票卖得较好。“如果抢购到了
假期通用的特价门票，出游就很划
算。”

而除了周边自驾游，一些高铁
直达的地方，也较受中年组青睐。
市民徐先生一家就准备去安徽，爬
一下黄山，他笑道：“希望有生之年
登遍五岳。”

银发族报团结伴游
市场潜力大

“‘五一’有什么旅游团不？还
没出来啊，那到时候出来了告诉我
一下。”4月 7日上午，市民老吴挂了
电话，回想起3月中旬的北京游还有
点意犹未尽。

老吴今年56岁，农村手艺人，处
于半退休状态，子女也都已经成
家。3月初，有旅游公司到老吴所在
村推荐北京 4夜 5天游，包机票、住
宿以及早午饭、景点门票，只要1100
元。如此实惠的价格顿时吸引好多
村民报名，两个行政村的老人直接

成团。“这点钱自己去的话飞机票、
住宿费都不够。”老吴告诉记者，上
次北京游爬了长城，吃的也还行，性
价比可以说超级高了，因此非常期
待下次出游。

近年来，银发族出游欲望足，特
别是农村旅游市场，潜力巨大。看
到这点，不少旅游公司也将触角伸
到了农村，以性价比高、附赠礼品等
卖点吸引农村中老年人组团出游。

和老吴通话的是华姐，某旅游
公司的市场销售人员，主要负责面
向农村推荐旅游，组建旅游团。“农
村有很多中老年人，生活条件不错，
平时空闲在家，出游欲望强，市场前
景不错。”华姐介绍，散团出游大家
都不熟悉，像这种同村或者附近几
个村组团，大家都认识，出门不慌，
愿意结队出门玩的人还是蛮多的。

“上个月连续带出去好几个团，累瘫
了，最近休息几天，‘五一’再战。”与
此同时，华姐坦言，这类团费用较
低，因此会安排几个购物点，但不强
制购物。

记者采访发现，银发族确实更
倾向于报旅游团、熟人组队出游。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的父母就
喜欢报旅游团出游，“每年平均 3次
出门玩，还带动了身边很多老年朋
友。”

青年组出游个性足
两极分化大

相比起中年组、银发族有迹可
循的出游方式，青年组的出游方式

更加多样化。出游时在关注风土人
情的同时，部分青年人士目的更加
明确，主题更加突出，个性十足。

微友“鱼之乐”是一名工龄两年
的白领，同时也是个汉服迷，有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年她们早早地
制定了出游计划，“尽量都申请了调
休，下周就出门了，避开‘五一’高
峰。”“鱼之乐”告诉记者，今年她们
准备去西都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
安，穿汉服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平
时虽然也会穿汉服过把瘾，但总是
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这次去西安，
希望能融入环境，与历史隔空对
话。”

小杨在大学期间养成了摄影摄
像的爱好。今年“五一”，他计划拍
摄一个短视频，就在家乡取景。他
坦言，去过很多地方，家乡反而没有
好好玩过，这次准备走走家乡的几
个点，网红桥、石头村、前童古镇等，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大茶壶”。“玩的
同时，把短视频拍好，让更多人知道
宁海的美。”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有青年玩
出花样，也有青年对“五一”出游无
感，两极分化非常大。“‘五一’到处
都是人，真不想出去。”已经被父母
抓为劳力的小葛非常无奈，这个“五
一”，他将作为司机、跟班，为出游的
父母全程提供服务。大学在校生胡
同学“五一”计划回宁海，但不打算
出县城游玩，“和几个回宁海的同学
约好了，去一个高中同学家，几个人
趁假期聚一聚，烧烤，开黑玩游戏。”

出游没有那么简单 每个年龄段有它的“脾气”

“五一”假期临近旅游市场提前预热

“我去农村找春天”
日前，县中心幼儿园开展“走进新农村——我去下畈找春天”的亲子活

动，通过绿色出行的方式打卡新农村，让孩子们争做文明小公民。
（记者 童杨凯 摄）

为确保宁海县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项目建设顺利推
进，根据《宁波市殡葬管理条例》、《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
改革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宁党办〔2012〕77号)文件规
定，决定对宁海县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项目工程规划红线
范围内的坟墓实行限期迁移。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跃龙街道梅花山公墓东南侧地块—

宁海县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项目规划红线区域范围内所
有坟墓。

二、迁移期限：迁移范围内的坟主应在2021年4月
25日前到跃龙街道岭脚股份经济合作社办公室申报、
登记；在2021年5月25日前完成坟墓迁移。

三、迁移补偿：按照《关于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和管

理工作的意见》(宁党办〔2012〕77号文件)标准执行,补
偿单穴500元、双穴1000元，多穴的每增1穴补300
元，违规建造的坟墓不予补偿。

四、迁移地点：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坟墓统一迁
移到岭脚股份经济合作社公墓区。如坟墓要求迁移到
其他公墓区的，必须遵守《殡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五、各坟主应自觉、及时迁移坟墓，对逾期不申报、
登记，不按时迁移的坟墓将视作无主坟墓由宁海县人民
政府跃龙街道办事处负责清理。

六、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宁海县人民政府跃龙街道办事处

2021年4月16日

宁海县人民政府跃龙街道办事处关于宁海县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项目工程坟墓迁移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和农机安全监管秩
序，彻底消除变型拖拉机（悬挂拖拉机号牌的
货箱一体机动车）安全隐患，保障社会公共安
全，减少尾气排放污染，改善大气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浙江省农业机械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
行动方案（2020-2022年）》及《宁波市变型
拖拉机提前报废淘汰和限行禁入实施方案》（甬
农发〔2020〕 115号）等规定，决定对变型拖
拉机实施全市道路交通禁行管理措施。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禁行时间：自 2021 年 5月 1日零时
起，每日全时段。

二、禁行区域：宁波市行政区域道路。
三、违反本通告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2021年5月1
日至2021年6月30日，对违反禁行规定的变型
拖拉机，依法处100元罚款；2021年7月1日
起，对违反禁行且未按规定报废淘汰的变型拖
拉机，依法处罚并扣留车辆。

四、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原变型拖拉机
限行规定与本通告不一致的，以本通告为准。

特此通告。
宁波市公安局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交通局

2021年4月16日

本院根据宁波恒正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3

月19日裁定受理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21年4月6日指定宁波市鄞州红球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

伙）为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5月30日前，向宁海县雨儿模塑有

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康泰中路666号迪趣

大厦11楼1108室；邮政编码：315199；联系人：周伟；联系电

话：13957818570）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

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

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债务人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

际控制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依法应承担相

应法定义务，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交

宁海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如逾期

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毁损、灭失导致宁海

县雨儿模塑有限公司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的，须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6月10日下午14时30分在浙江省宁海

县中山东路121号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债权人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四月七日

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1）浙0226破2号
由北京金河水务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宁海

县五大溪流治理—清溪桑

洲镇区下游至三门县界段

工程于2021年1月29日进

行了完工验收，并签发完

工验收鉴定书。我单位对

参与该项目施工的农民工

工资若有拖欠，请于2021

年4月21日前向宁海县桑

洲镇清溪治理工程指挥部

反映，举报电话：0574-

65393718

特此公告！

宁海县桑洲镇清溪治理工程指挥部
2021年4月15日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公告关于全市道路禁止变型拖拉机通行的通告

记者 杨利民 通讯员 鲍晨波

4月 14日 15时，张光亮因医
治无效，经家属签字同意后，在
红十字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见证
下，死后捐献了一肝二肾两角
膜，至少挽救了三人的生命，让
两人恢复光明。

一周前，61岁的张光亮下班
回家，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如
此熟悉的道路上发生交通意外，
送医院救治后被诊断为重度脑挫
伤。家人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
噩耗，日夜都在泪水中祈祷，然
而奇迹并没有出现。经医生诊

断，张光亮被确认生命不可逆
转。“器官捐献，去帮助有需要的
人，让他的生命以另外的方式延
续下去。”在家属谈话间，张光亮
的女儿郑重地在器官捐献同意书
上按下了红手印。女儿小张哭着
说，父亲平时勤恳本分、乐于助
人，对于家人替他作出的这一决
定，定然会感到欣慰，而她也希
望父亲能以这种大爱的方式继续
留在这个世上。

这是继去年 8月宁海实现本
地器官捐献第一人后，实施的第
二例本地器官捐献。张光亮走
了，但他的生命之花却以另一种
方式绽放在其他人的身上，给这
个社会，给博爱宁海留下一笔宝
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大爱之举闪
烁着璀璨的道德之光，为宁海这
座文明又博爱的城市做出了最好
的诠释。

老人捐献一肝二肾两角膜
给三人带来第二次生命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讯
员 麻倩） 4月 15日，我县正式进
入汛期，并将于 7月 15日进入主汛
期，整个汛期一直持续到 10月 15日
结束。我县提早部署各项任务，排查
隐患、落实责任、储备物资，扎实做好
防汛准备工作，确保安全度汛。

据监测，截至目前，全县面降雨

量 280.9毫米，较多年平均入汛前降
雨量315毫米偏少10.8%。4月15日
8时，全县 8座大中型水库实时蓄水
总量为 1.475亿立方米，占汛限控制
蓄水量的 44.24%，比 2020年同期蓄
水量 2.074亿立方米偏少 29%，全县
河网中低水位入汛。

今年以来，我县平均气温异常

偏高，降水量持平，呈现前少后多分
布。预计2021年我县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较频繁，梅汛期将出现较明显
的降水集中期，有出现暴雨洪涝或
内涝的可能性；台风影响重于去年，
将有 3-5个台风影响我县，其中可
能有 1-2个产生较严重影响；盛夏
有较明显的阶段性高温热浪，高温

日数比常年略偏多，气象干旱程度
中等。

气象部门提醒，各有关部门要
立足气候异常，密切关注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可能引发的水文、地质、环
境、农业等次生灾害。同时严密关
注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和强风影
响，注意防范梅汛期暴雨洪涝。

我县昨日正式入汛

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今年“五一”小长假有 5 天假
期，不少市民已经提前做好出游
计划。昨日，记者从铁路宁海站
获悉，4月 17日起，旅客可通过
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
拨打 95105105 订票电话等途径，
购买今年“五一”小长假首日（5
月1日）的火车票。

据了解，自今年 1 月起，铁
路车票预售期调整为 15天。按照
调整后的预售期推算，4月 16日
起，可购买4月30日的车票；4月
21日起，可购买“五一”小长假
最后一天 (5 月 5 日)的返程火车
票。今年清明期间，市民出行意
愿高涨，宁海站客流量已恢复至
前年同期的 93%。根据预判，“五
一”假期将延续这样的态势，预
计客流量恢复至前年同期水平。

从往年出行情况来看，今年
“五一”热门线路依旧为上海、杭
州方向，同时5月5日，会迎来一
波厦门、福州方向的返程高峰。4
月 10日最新调图后，我县新增温
州南至上海虹桥 G7536 次列车，
办客列车达到54趟。

另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免
收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
开车前 15天以上同比例调整为开
车前 8天（含当日）以上；7天及
以内退票的，仍按 48小时以上、
48-24小时、24小时以内梯次退
票收费规定执行。铁路部门提醒
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列车开行、
车票预售等资讯，以免耽误行
程；旅客出行时请佩戴好口罩，
配合做好体温检测、健康码查
验，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自
觉遵守进出站和乘车秩序。

17日起可抢购“五一”火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