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康诗文 通
讯员 竺盛涌） 7月21日是方桥
街道后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假
日学校开学的第3天，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剪纸）代表传承
人、方桥中心小学教师王波娣来
到假日学校，向学生传授剪纸艺

术，引导孩子领略传统文化的魅
力。

王波娣首先讲解剪刀的安全
使用方法以及月牙纹等剪纸技
艺，在她的指导下，学生们兴致勃
勃，分别剪出党徽、党旗、红船和
太阳，并把它们拼粘在一起，形成

了一幅幅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美
丽图景。

据悉，该假日学校有学生 20
名左右，来自后江村及周边村，有
小学生、初中生，也有幼儿，既有
本地人，也有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暑假期间，父母上班，这些孩

子在家没人看管，假日学校成了父
母托管孩子的好去处。

除了剪纸，假日学校里还有电
影鉴赏、环境保护与垃圾分类、健康
和安全知识、游戏、故事会、暑假作
业辅导等，每天均由志愿者辅导员
为孩子上课。

小手剪出党徽、党旗、红船、太阳

剪纸艺术走进假日学校

本报讯（记者 柳家欢 通
讯员 奕超超）一个荐股电话，将
炒股近6年的“老股民”蒋先生拉
进“股票交流群”。期间，民警两
次劝阻，蒋先生却被“发财梦”冲
昏头脑，执意相信“股票大师”，被
所谓的“正规”炒股软件骗走
60000元。

6月中旬，西坞街道的蒋先
生接到一个电话，一名女子自称
是炒股“咨询员”，交流中，女子得
知蒋先生平日有股票交易，便向
蒋先生推荐了一个“股票交流

群”，说有“大师”上课，方便快速买
对股票赚钱。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
蒋先生一听有“大师”上课，欣然接
受邀请进群，里面除了一些跟蒋先
生一样的炒股人，还有一个“股票大
师”以及其助理。

起初蒋先生只是听听课，然后
按照“大师”推荐的几个股票在某正
规证券APP上操作。由于“大师”
一开始推荐的比较准，蒋先生赚了
点小钱，就彻底打消了对他的怀
疑。过了几天，“大师”称想要赚大
钱，就需要在“向日葵”机构版APP

上炒股，还可以打到新股，随后助理
在群里发了一个下载链接。尝到甜
头的蒋先生没多想就点击了链接，
下载安装APP并注册。

6月 15日，蒋先生先往“向日
葵”机构版APP充值 1000元，买了

“大师”推荐的几个股票，但是亏了
109元，并于6月18日成功提现891
元。小亏 109元，在经过大风大浪
的蒋先生眼里，再正常不过，再加上
之前提现正常，当他看到APP提示
中签了新股，便立即充值了 10万
元，并于 6月 22日和 6月 23日累计
提现 4万元。但再过几天，当蒋先
生继续提现时，发现提现不了，蒋先
生这才认识到被骗，遂向区公安分
局西坞派出所报案。

记者了解到，在蒋先生的被骗过

程中，西坞派出所民警根据线索，两
次面对面劝阻。但被“发财梦”冲昏
头脑的蒋先生，生怕民警阻挠他的投
资，对民警撒了谎，一口咬定没有网
上投资，而是正常炒股，事后一想到
被骗的6万元，蒋先生懊悔不已。

警方提醒：市民切勿盲目相信电
话、QQ、微信里的“炒股专家”和“投
资导师”，添加好友、群友推荐的投资
理财APP、二维码、直播间下载的投
资平台、入金网址都有陷阱。投资者
对于投资理财，要认准银行、有资质
的证券公司，同时要从苹果、安卓等
正规应用市场下载APP。此外，“有
漏洞”“高回报”“知内幕”的炒股、投
资、博彩都是诈骗，切勿相信只挣不
赔的“买卖”，避免落入网络投资理财
诈骗陷阱，谨防上当。

民警两次劝阻不听

“老股民”轻信“股票大师”被骗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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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共建和谐平安奉化共建和谐平安奉化

关于县江两岸、2021年背街小巷
建筑立面改造的通知

区城投集团计划于今年 7月至 11月对县江两岸（大成路—南山

路）、河头路（大成路—中山路）、长岭路（大成路—中山路）、茗山

路（望悠路—中山路）建筑立面改造，改造内容包含老旧乱建筑立

面整治清洗，屋面墙面材质色彩调整，建筑局部面层、线路、材料

老旧破损修复和管线布局规整，老旧乱店招整体拆除更新，部分公

园绿化提升等，施工期间对周边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宁波市奉化区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楼国娣遗失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门诊结算单8张，发
票号码及金额分别为 223481734，195.43 元；223481735，91.00
元； 223481736， 74.19 元； 223481737， 479.00 元； 223481738，
246.00 元 ； 223481739， 204.00 元 ； 223481740， 255.00 元 ；
223481741，486.40元，声明作废。

楼国娣遗失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病人费用结算单 1
张，发票号码148065663，金额6764.66元，声明作废。

潘大庆遗失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医共体病人费用结算单 1
张，发票号码148065201，金额12828.4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记者 沈晓萍）“5号
插座已接入，请扫描二维码或投币，
请支付 1元，开始供电，充电时间
360分……”7月 19日下午，南溪家
园四区的自助充电车棚内，居民余
先生停好电动自行车准备充电。

南溪家园属于保障性用房，楼
道比较狭窄，只要有一辆电动自行
车在楼道充电就会影响正常通行。
为解决此类问题，在街道、住建局的
支持和推动下，社区与小区物业宁
波天歌物业有限公司合作，在征求
居民意见后，于今年 1月动工修建
电动自行车充电棚，于 5月建成并
投入使用。目前，社区内已有南溪
家园、溪岸家苑等小区建成 7个充
电车棚，可容纳近 200辆电动自行

车同时充电。
“很多小区都有电动自行车乱

停乱放现象，有些居民甚至会私拉
几十米长电线、或将电动车推到室
内充电。”锦屏街道南溪社区副主任
沈宏勋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违规
充电的安全隐患，是社区亟待解决
的一大问题。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新建成的
充电车棚内，配有应急灯、灭火器等
设施。南溪家园物业服务商天歌物
业负责人称，居民可通过扫二维码
或投币支付，充电费用也由原来的
1元 4小时改成 1元 6小时，甚至比
民用电费还稍低一点，一到晚上，充
电棚几乎停满。

小车棚解决安全大问题

南溪家园上楼充电飞线充电成历史
黄嘉婷
近日，区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

8家游泳场所依法开展本年度第一
轮水质卫生监督抽检，其中 3 家游
泳场所存在水质不符合国家卫生标
准的问题。

泳池细菌超标的背后，多是经
营企业为省钱而“偷工减料”，或是
为节省下频繁换水带来的开支，或
是使用不合格的含氯化合物消毒，
或是把水处理设备当成摆设。池水
中除了有残留的消毒剂外，还有游
泳者残存的汗液、尿液、毛发和脱落
的皮肤、防晒霜、化妆品等。

随着气温上涨，越来越多市民
将游泳馆作为茶余饭后的休闲好去
处，孩子们也在此嬉戏游玩。如若
水质不合格，极易引发细菌感染、皮
肤过敏等问题，还可能导致红眼病、
流行性结膜炎、中耳炎等各种疾病，
危害市民身心健康。

对此，相关经营企业需敲响警
钟，严格遵守安全标准，通过“循环
过滤”提升水质，及时消毒、更换池
水，确保水质安全。

作为经营者，若只看到“利益”
二字，而忽视责任的重要性，便会失
信于民，自然会被消费者遗弃，面临
着失去消费者信任、效益受损等系
列问题。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必
须常抓不懈，让安全检查常态化，才
能让市民放心，让社会放心。

警惕不合格游泳场所

本报讯（记者 袁伟鑫 通讯
员 王娇虹）“有个患了轻微老年痴
呆症的老太太走失，希望你们能帮
忙找找。”近日，方桥派出所民警来
到公交方桥东站，寻求 220路公交
司机的协助。

220路车队长江秋峰了解情况
后，立即将走失老人的信息转发到
工作群。经过民警和公交司机的一
番努力，确定老人于当天上午10时
左右在公交方桥西站坐上220路公
交车，并于10时15分左右在终点站
公交方桥东站下车后失去踪迹。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公交司
机盛雪云于当天10时45分反馈，他
刚刚驾车途经生命科学城附近时，
远远看到对向车道有个符合特征的
老太太。

此时，江秋峰所驾驶的公交车
离该处不远，而且车上没有乘客，在
汇报公司GPS调度中心后，他赶到
生命科学城附近查看，找到并确认
此人正是走失老人。由于老人有些
迷糊，没法正常沟通，江秋峰便将其
送到公交方桥东站办公室，被随后
赶来的民警和家属接走。

烈日里老人走失

公交司机2小时找回

本报讯（记者 王林威）7月21
日，由浙江省工商联园林花木商会
主办，浙江小村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的 2021年首届浙江小村
农业花卉苗木暨奉化水蜜桃品鉴交
流会在莼湖街道王夹岙村举行，来
自江苏、河南等30余家苗木商会代
表120余人参加。

上午10时，苗木商会代表来到
位于王夹岙村的小村农业苗木园
区，实地查看园区茶花、美人茶等苗
木品种，现场交流苗木种植技术和
销售情况。随后，苗木代表走进水
蜜桃林，现场采摘和品尝奉化水蜜
桃。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各代表积

极发言，围绕当前苗木产业的品种
选择、种植技术、品质提升和营销策
略等方面交流探讨，并就如何有效
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合作，实现苗木
产业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奉化水蜜桃香气逼人，口感香
甜，非常好吃。同时，通过对耐低温
茶花的考察，我觉得把它引种到河
南很有前景，这次来奉化收获不
少。”河南省绿色工程有限公司的马
新兰开心地说。据浙江小村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圣军介
绍，通过交流活动，将奉化的苗木产
业，优质资源推向全国，可以助推奉
化苗木行业更大更强。

以桃为媒 促进合作

各地苗木商会代表共谋产业发展

公 告
奉化区征收拆迁户：

根据《宁波市奉化区关于加强普通商品住房预售管理的通知》〔奉
建（2018）72号〕文件规定，奉化区宝龙东腾璟庭一批次项目已符合定
向房源销售报名登记要求，凡符合下述规定条件的征收拆迁户可报名
登记，具体公告如下：

一、认购条件
1.2016年5月31日后，锦屏、岳林街道行政区域范围内签约的征迁

项目货币安置户，未在锦屏、岳林街道行政区域范围内购买过住房的
家庭（以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为准）。

2.持有“房票”未在锦屏、岳林街道行政区域范围内购买过住房的
家庭（以户口本、结婚证等证件为准）。

二、认购登记相关信息
1.登记时间：因疫情原因，来访登记前请电话预约，按预约时间前

往办理，2021年7月23日至7月29日17时止。
2.登记地点：奉化区仁湖锦庭营销中心（南山路279号）。
3.需携带资料：1）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2）征收拆迁协

议原件或征收拆迁指挥部证明。
4.预约电话：0574—88900093。

宁波市奉化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1年7月23日

本报讯（记者 陈培芳 通讯
员 袁红燕 吕倩清）7月21日，溪
口镇的一处花木种植地拉起警戒
线，溪口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和镇农
办、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等部门联合
拆除总面积达 1000余平方米的两
处违建。

据了解，这两处违建均属于侵
占用地红线，其中一处为3间平房和
3间两层楼的管理用房，是当事人为
方便耕种管理花木所建造，面积约

890平方米，未经任何审批手续，属
于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另一处为 4
间违建平房，面积 152平方米，为 4
户当事人擅自占用村集体土地所
建，属于法院裁而未执历史积案。

拆除前，执法人员多次上门与
当事人协调沟通，最终得到当事人
的理解与配合，主动腾空屋内物
品。拆违结束后，工作人员及时清
理建筑垃圾，并按照农村用地规划，
做好相应退地还耕、复垦复绿。

侵占用地红线

溪口拆除1000余平方米违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