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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2月26日（星期三）

遗失声明
遗失 2017 年 10 月 11 日

由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AKFTE9M，于
2018年12月26日声明作废。

玉环徐瑾记餐饮店

玉环市人民法院将于 2019年 1月 25日 10时至 2019年 1
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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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1021民初4673号。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玉环市大麦屿街道苏泊尔河畔花苑2幢
1单元1501室的房地产。房产证：玉房权证玉环字第086323
号，证载房屋建筑面积 194.25 平方米，附属斜面结构屋
143.7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玉国用 （2011） 第 01643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 14.1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拍卖对象所在层次15层，共15层。

起拍价：166万元，保证金：33万元，增价幅度：2万
元。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和企业法人均可参加
竞买。如果参与竞买人（含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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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出资按份竞买拍卖标的，应在竞买前到我
院提供共同竞买协议等相关材料予以备案，未办理备案手续
的，本次拍卖视为参拍人单方竞买。

二、预约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12月25日起至
2018年 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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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唐通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联系（看样时间根据预约情况由该公司统一安排，请至
少提前三天预约），服务热线：400-616-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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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物以交付时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
瑕疵担保责任。特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
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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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应自行办理水、电、电视、
电话、物业等相关配套项目的过户登记、申请手续，所涉及
的一切税、费、金（含被执行人所承担以及所欠的税费金）

由买受人自行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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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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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浙江玉环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账号：
201000173074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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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bbs.taobao.com/catalog/thread/
15796010-2595862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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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16-2616（展唐通讯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拍品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91（张）
网店相关咨询电话：0576-87257090（颜）
法院温馨提醒首次参拍用户：建议模拟竞拍测试流程，

以了解拍卖情况：https://www.taobao.com/markets/paimai/
sf-qa-jump

淘宝技术咨询：400-822-2870
监督电话：0576-87257015（郑）
玉环农商银行贷款咨询电话：0576-8735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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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5日

2019年春运从 1月 21日开始，
12月 25日，我市的火车票代售点
开售春运第一天车票，热门线路依
然一票难求。针对广大外来务工人
员回家过年的迫切心情，市客运中
心将从2019年1月1日起预售2月4
日前所有车票，市民可以通过玉汽
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购买。

昨天一大早，在市客运中心售
票大厅的火车票代售点前，来自贵
州的罗锦旭一边刷着手机上“铁路
12306”APP，一边排队到窗口询问
1 月 21 日前后宁波到贵阳的火车

票。可无论是手机上，还是代售
点，都没能让他抢到回家过年的火
车票。

“真是不好抢啊！从上周日开
始到现在，一张票都没买到。代售
点今天是第一天开卖，我是来碰碰
运气，结果也是没票。”罗锦旭感
叹道。

据了解，2019年春运时间是从
1月 21日至 3月 1日，总共 40天。
12306网站、“铁路 12306”APP以
及电话订票预售期为30天，各火车
站窗口及代售点预售期则为28天。

像罗锦旭这样，一边刷“铁路
12306”APP，一边到火车票代售点
窗口询问返乡车票的外来务工人员
并不在少数，但他们大部分都是失
望而回。“我在代售点和手机上都
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只能过几
天买长途客车票了。”来自四川的
外来务工人员小江说。

买不到火车票，坐长途班车回
家过年就成了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的
不二选择。市客运中心也将在2019
年1月1日开始预售2月4日前所有
车票。届时，广大外来务工不仅可

以在市客运中心和坎门、大麦屿两
地客运站窗口购票，还能登陆巴巴
快巴网站和玉汽集团微信公众号抢
票。

“现在客运车票线上线下的购
票方式也越来越多，我们建议广大
旅客关注玉汽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并从上面购票。”市客运中心主任
林继微说，他们还将会在玉汽集团
微信平台上及时发布各类票价信息
和加班信息，方便广大旅客出行的
需求。

张伟潘俊 郑琦琪

春运车票昨起开售
火车票一票难求，市客运中心元旦起售2月4日前汽车票

近日，坎门街道东沙
渔村挂上了一个个喜庆的
红灯笼，喜迎新年的到
来。据悉，东沙社区此次
共定制红灯笼 800 多个，
目前已悬挂了 600 多个，
剩余将在元旦前完成布置
并全部亮灯。届时，东沙
渔村将给村民和游客带来
全新的观景体验。

林俐 潘瑶强摄

灯笼扮靓渔村迎新年

眼下正值冬汛渔业生产的黄金
时节，沿海渔民们也迎来了一年中
最忙碌的时期，在我市各大渔业码
头，渔民们也在忙着上渔货、卸渔
货、拣渔货，但受天气影响，今年
渔货产量普遍不高。

昨天上午，记者在坎门应东码
头看到，3艘渔船已经停泊入港，
成筐成堆的新鲜渔货陆续“上
岸”，搬运工一边将渔货往货车上
装，一边在鱼盒上加碎冰，以保证

渔货的鲜美度。
“今年的收成不好，这次出海7

天才运回这么一点渔货，比去年少
了一半左右。”船老大郑师傅略显
失望道，受今年天气影响，渔货普
遍产量不高，等修整好渔船，他还
得继续出海作业，开启新的一轮捕
捞。

这边新鲜的渔货刚刚上岸，工
人们就开始忙着拣渔货，将墨鱼、
小黄鱼、水潺、红头虾等海鲜分门

别类，早已在码头等候的渔货商贩
也纷纷上前挑选，准备第一时间采
购。

“每年的这个时段也是我们最
忙的时候，我今天早上五六点就过
来等渔船进港了，希望能早点抢到
新鲜的渔货。”商贩郑女士告诉记
者，当天她抢购的第一批渔货已经
运往菜市场销售，她正在采购的是
第二批渔货了。

据郑女士介绍，近几天上岸的

渔货，品质最佳的当属带鱼，“冬
至前后是带鱼最肥美的时候，肉质
细腻，个头也大。”郑女士说。

为了支援前方的渔民，不少渔
家女也在后方忙着缝补渔网。在坎
门街道黄门村，村里为渔家女们专
门腾出了一块空地，10多名渔家女
正飞针走线，忙着缝补渔网。“再
过两天渔船就要出海了，我们也得
加快进度。”渔家女陈松叶说道。

王敬 李辛

收获季节渔民忙
受天气影响 渔货收成减半

本报讯 近日，市妇联
携手创业女性联谊会开展

“学讲话明形势送服务暖人
心”主题活动暨“改革开放
40年”创业分享会。

当天，联谊会一行 40余
人来到浙江天纯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参观走访，向相
关负责人了解企业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和他们一
同分析，共谋解决之策。

“‘招工难’是我们很
多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春
节假期即将来临，务工人员
陆续返乡，年后招工状况令
人担忧，希望相关部门可以
帮忙牵线搭桥，根据企业的
用工需求设计相关招工平
台。”浙江双友机电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人苏艳萍提出
了自己的诉求。

在随后的“改革开放 40
年”创业分享会上，联谊成
员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分享
创业经验。

市创业女性联谊会会长
沈兴萍结合多年从业经验，
深入分析当前我市民营企业
的发展现状，并就如何应对
风险挑战，平稳度过瓶颈期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创业者尤其是女性创
业者，妇联会竭尽全力提供
各项服务。希望创业女性联
谊会要继续发扬‘女匠人’
精神，踏踏实实为创业女性
做实事，做好事。”市妇联相
关负责人表示。 （林晓婷）

举办创业分享会

分享经验 做好服务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公布了2018年度全省示范型放
心景区名单，我市漩门湾国家湿地
公园和清港大雷山景区 2个景区上
榜。

据了解，全省共 191家景区上
榜 2018年度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
放心景区建设是2018浙江省民生实
事的重要内容，是为了维护游客合
法权益，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评

选放心景区需满足管理制度健全、
服务质量优良、市场秩序规范等条
件，被公布后还需切实履行放心消
费社会公开承诺，持续深化放心消
费建设，提高景区服务品质，维护
好放心消费示范声誉，并主动接受
政府部门、消费者及社会各方监
督。

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是台州市
首个、浙江省第 7个正式通过验收

的国家湿地公园，分生态保育区、
恢复重建区、科普宣教区、合理利
用区和管理服务区等五大功能区
块。为了给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体
验，该景区采取多项措施全力打造
放心景区，对景区内商铺商品是否
明码标价进行了检查，也积极及时
处理游客的投诉，尤其今年该景区
还加强了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的建
设，每天都采取陆路和水路相结合

的方式，每天进行巡逻，保证景区
内的安全，让游客玩的更放心。

清港大雷山景区规划总面积
6.67 平方公里，外围保护区面积
5.62平方公里，是一处集生态、健
身、养生、休闲度假为一体的精品
森林公园。该景区以优美的环境、
科学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获得了

“省示范型放心景区”这一荣誉。
（胡琼晓 金榆也）

2018年度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公布

漩门湾湿地公园、大雷山景区上榜
本报讯 近日，玉环经济

开发区发动全体干部职工，
在部门站所的紧密配合下，
对辖区内各类人员密集场所
内开展了全方位的消防安全
大检查行动。

在一处高层住宅小区，
检查组重点针对内部消防安
全措施是否落实到位、人员
值守是否按班就位等情况进
行了突击排查，并督促有关
方面及时整改现场发现的隐

患问题；在新城核心区块，
检查组成员走进沿街商铺，
细心检查各类消防器材配备
情况，并对现场人员的应急
避险知识进行了随机抽查。
检查组还来到部分企业、在
建工地等地，实地检查消防
安全工作。

据了解，当晚，检查组
先后排查住宅小区5处、沿街
商铺 50家、建筑工地 23家、
生产企业 30家，累计清查隐
患问题 25个，现场责令整改
16个，接下来，玉环经济开
发区将继续加大力度，积极
排查“今冬明春”期间高
发、易发的各类隐患问题，
用切实行动维护好当前的消
防安全稳定形势。（王鸿义）

玉环经济开发区：

严查消防保稳定

本报讯 12 月 24 日、25
日市农林局联合交警大队大
麦屿中队加强岁末年初道路
拖拉机安全检查，以实际行
动促进“平安玉环”建设，
巩固大麦屿街道省级“平安
农机”示范街道建设成果。

活动中，检查小组在大
麦屿街道红宝石酒店路口、
海港路口分别设立卡点，针
对“脱检、无牌无证驾驶、

报废车上路、外省籍拖拉机
违规运营”等行为对过往的
拖拉机逐一排查。

本次联合检查，共出动
农机监理人员7人，检查拖拉
机33辆，查扣外省籍拖拉机1
辆，外地驾驶证 1 本，查处

“无证驾驶”行为 1起、严重
“超限”行为 5起，发放各类
拖拉机安全驾驶宣传资料 50
余份。 （林龙）

岁末年初查违章
农机安检促平安

本报讯 近日，市海洋与
渔业执法大队接群众举报，
有人在玉城街道后蛟村一条
河道内非法电鱼。

接报后，执法人员迅速
赶到现场对电鱼工具予以收
缴，同时将捕获的鲫鱼放回
河道。

据悉，电鱼不仅严重破
坏渔业资源，对电鱼者自身

也有生命危险，造成安全事
故的现象屡见不鲜，是国家
严令禁止的作业方式。

海洋与渔业部门希望群
众如发现有人电鱼，要积极
举报，当地海洋与渔业部门
将予以严厉打击，情节严重
的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努力
保护渔业资源。

（倪建军）

打击非法电鱼
保护渔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