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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筠岗公墓扩建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对该项目建设红线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移范围：筠岗公墓扩建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所有坟墓。具体范围：东至湾里山，西至

山头岭路，北至山角坦，南至后环溪路。

二、登记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0日，上述范围内的坟墓亲属凭有效证件到

辖区筠岗村、原北渚社区东门片、塘垟岙村办理迁移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登记的坟墓作无主

坟处理。

三、迁移补偿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

四、联系人：筠岗村郑长富（13736229568）、原东门村林才夫（13967628943）、塘垟岙村

张兴力（13777615138）。

特此公告

坟墓迁移公告

楚门镇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20日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私家车主：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为提高通行效率、减少拥堵，方便车辆快速便捷通行全国高速公路，

现就推广机动车辆安装使用ETC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2020年 1月 1日起，各类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均依托ETC实现。已办理ETC车辆在

全国高速公路享受通行费折扣优惠，省内部分路段ETC可免费通行，各类公共停车场也将逐步

推广使用ETC支付停车费用；

二、2019年底全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后，高速公路收费站将只保留少量应急人工收

费车道。未安装ETC的车辆只能排队缴费通行，无法安全快捷通过收费站，且不享受通行费各

类优惠；

三、2019年底前办理ETC免收相关设备等费用，可至各合作银行网点就近办理或联系上门

服务，请全市广大车主积极安装办理ETC。
特此通告。

关于推广机动车辆安装使用ETC的通告

玉环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10月22日

在清港镇苔山塘文旦基地内，
从 2008年至今建起 10多栋水泥砖结
构动物养殖房，这些建筑未经审批
且面积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周边
环境和228国道两侧风景。近日，记
者专程来到这片文旦基地一探究竟。

借助飞行器从空中俯瞰，这片违
建养殖房处于228国道苔山路口东北
侧约100米处，10多栋砖混房紧挨着
连成一片，形状如一把“斧头”，蓝
色铁皮屋顶在一大片果树的映衬下很
是显眼。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清港所了解到，该片违建养殖房占地

面积近 1.5万平方米，所占用土地所
有权属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这里的土地类型比较复杂，设
施农用地、新增一般农田、村庄、
基本农田等都有。”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清港所所长何俊伟说。

苔山塘种植基地里的农业用地
为什么会变成养殖房？带着这个疑
问，记者找到了苔山塘文旦联营基
地的工作人员询问究竟。

据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介绍，20
年前这里还是一块低洼地。“1999
年，基地职工孙某向基地承包了 52
亩土地，用于优良文旦、葡萄、水
蜜桃、甜橙等水果的种植，承包期
是20年。”说话间，该工作人员拿出
了一份 《苔山后背试验地承包合
同》，只见合同终止日期为2018年12
月 31日，这片违建养殖房所在的土
地就是合同中承包的其中一部分。

“这里种水果大概种了 10多年，

孙某到底通过什么渠道转成养殖
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该工作人
员表示。

来到孙某曾承包的土地，只见
一间名叫港北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
厂房格外破旧。走进厂房，地上随
处散落着铁皮、泡沫彩钢板等垃
圾，不远处的几处矮房房顶已被掀
翻在地……整个厂房空无一人，看
起来已经停业很久了。

记者了解到，港北畜牧养殖有
限公司是在 2008年注册成立的，前
前后后换过多个负责人，由于当年
承包土地的孙某已经亡故，违建面
积的扩大以及转让承包等事宜也成
了一个谜。

存在了 10多年的违建，中间也
被有关部门查处过。记者从国土部
门了解到，2016年上海土地督察局
在开展督查过程中发现，这块土地
存在违规占用基本农田建设农业设

施的情况。经实地调查后，该土地
属于原玉环县水利局土地权属范
围，2016年10月17日该案件被移送
至原玉环县水利局处理。

“2016年案件移交之后就被处理
了，我们给这补办了设施农田的备
案手续。2017年这里又新增了2处违
建，占地面积约 2.2亩，当时我们也
是立即整改拆除并进行了复耕。”何
俊伟说。

农户未经审批私自将农用地建
成养殖房，不仅不符合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更与美丽玉环
的形象相违背。对于目前存在的 1.5
万平方米违建，市“三改一拆”办
督查组副组长施昌斌表示，根据要
求，他们已发函给水利部门要求尽
快拆除到位。

目前，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正
和“三改一拆”办进行沟通协商，
积极配合拆违工作。 郑琦琪 潘俊

私自占用农用地建养殖房
苔山塘文旦基地1.5万平方米违建待拆 电线杆拉线断裂，立即修复除隐患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金
鸡一路玉环市标准件厂围墙外，有一根固定国家电网电线
杆 （10KV金鸡 160线 2环#环王具金鸡 2路支线 07号） 的
拉线断裂，因该处过往市民较多，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及
时处理。

市供电有限公司回复：经现场修复，已将断裂拉线重
新固定，排除了安全隐患。

私装地锁，立即拆除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建
设支路西面的公共停车位，该处多个车位被安装地锁，情
况已持续一个多月，影响市民停车，要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接投诉后，我局执法队员立
即赴现场，发现现场确实存在在公共停车位处安装地锁的
情况。经了解，该停车位上的地锁是小区住户私自安装。
我局已将公共停车位上的地锁拆除。

破坏绿化种蔬菜，立即清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玉城街道榴
岛大道宝拉副食超市门口的绿化带，有人破坏该处绿化进
行蔬菜种植，破坏面积 80平方米左右，该情况已存在已
久，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复：接投诉后，我局执法队员前
往该处绿化带附近现场勘察，现已清理绿化带的蔬菜。

路灯悬挂存隐患，立即处理

一位先生拨打 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沙门镇双斗
村楚瑶路46—48号门口处，该处路灯灯头与铁杆分离，现
灯头悬挂在空中，灯头悬挂高度为 8—9米，情况已有 2
天，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处理。

沙门镇人民政府回复：经实地查看，双斗村楚瑶路
46—48号门口处确有路灯灯头与铁杆分离，悬挂空中，现
已将灯头取下，安全隐患已经清除，并已落实人员，将尽
快对该路灯予以修复。

本报讯 连日来，沙门镇
猪仔繁育户徐招森不断接到
客户的电话，要求订购小猪
仔。这是他近一个月来的常
态，最近几个月来，猪肉市
场供应紧张，“养猪倌”们也
被一直催着。

一时间，小猪仔成了炙
手可热的“紧俏货”，身价倍
儿增。

“家里的猪，大的都全部
卖完了。剩下的小猪都还很
小，起码还得再晚点才能
卖。”客户接二连三的要货电
话，让老徐忙得抽不开身。

据了解，老徐是我市唯
一的猪仔繁育户，向他购买
小猪仔的客户既有玉环本地
的，也有温岭的。几个月下
来，几百头个体适中的小猪
全部被一扫而空。而今猪圈
里剩下的，除了一部分是客
人已经下了款还没来得及运
走的；另一部分则还没断
奶，并不适合马上出货。

个 头 适 中 的 现 货 没 有
了，但在下一轮的供货中可
不能失了先机。于是，客户
不仅盯住未断奶的，还盯牢
了未出娘胎的小猪仔。这样
一来，养殖场里一部分大着
肚子的老母猪也成了客户重
点关注的对象。

“这头母猪再过一个月就
要生了，小猪仔还在肚子
里，就已经被客人订走了。”
老徐边给母猪喂食边说道。

小猪仔供不应求，价格
自然水涨船高。据老徐介绍，单体重量15多公斤的猪仔最
适合出栏，平均价格约1500元左右；重量更大一些的，则
超过2000元。不过，在今年的上半年，这些看似炙手可热
的小猪仔，平均售价仅只有两三百至三四百元不等，身价
暴涨的速度，连有近 40年养猪经历的老徐都咋舌不已。

（龚松 郑涛 侯睃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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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2 日，在芦浦镇大塘田野
上，果农王连荣正在火龙果畦沟中疏
理老枝枯叶，并不时地观察今年第四
茬“红水晶”花朵生长情况。

据悉，王连荣通过土地流转，承
包了30来亩田野种水果，由于自身有
一套过硬的种植技术，种植的新品火
龙果、草莓、葡萄、葡萄柚等水果不
但错时上市，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

吴达夫 摄

第四茬新品火龙果将上市第四茬新品火龙果将上市

本报讯 眼下，早已过了我市
文旦采摘的最早期限。连日来，清
港镇垟根村文旦果农阮孔福每天一
早就到自己的果园内转悠，尽管累
累文旦压弯了枝条，老阮却不动手
采摘。

“现在文旦吃是好吃的，但还没
有成熟到位，颜色都还没有彻底黄
起来，还有一片都是青的。”阮孔福

说。
据了解，今年我市 3.17万亩文

旦成熟期比往年推迟了约半个月。
究其原因，农技专家分析，一是今
年文旦开花期间，温度比往年偏
低，二是受到了“利奇马”台风的
影响。由于果实没有熟透，果农普
遍采取留果挂枝的方法，等待其自
然成熟。

“我们种文旦，一定要把文旦的
品质种好，品牌做好。” 文旦果农林
祖法说，自然成熟的文旦汁液较
多，口感松脆，所以他们并不愿意
摘青。

由于文旦成熟期推迟，今年文
旦的采摘期也将相应推迟半个月，
较合适的摘果时间最早在 10月底或
11月初；采摘高峰将在11月15日之

后，并延续到12月甚至更迟。
以清港垟根为例，目前前期少

量上市的文旦，产地价为 1.5至 2元
每公斤，比去年同期贵了 1元左右；
预计进入采摘高峰，价格将呈现两
极分化波动。品质较差的，将会跌
价，而优质果将保持价格坚挺，甚
至上扬。

（龚松 郑涛 侯晙瑞）

今年文旦成熟期推迟半个月
果农留果挂枝不急于采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