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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受“利
奇马”侵袭，各地农业“受伤”严
重。为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这
两天，全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
专家，成立 175个救灾服务组，深
入一线指导灾后生产，并举办救灾
技术服务培训班。

象 山 晓 塘 乡 柑 橘 博 览 园 有
1500 平方米的大棚被台风吹破、
倒塌，约 100 个柑橘种质资源受
损。海由良柑橘园里 200 亩的柑

橘树、脐橙树一片狼藉。市林特
中心小分队专家告诉农户，果园
土 壤 水 淹 20 小 时 以 上 ， 要 在 完
成排水之后，特别关注果实的品
质。

昨天，宁海长街、一市、越溪
等三地的海水池塘里，养殖户正在
对池塘进行杀菌。这里的海水池塘
在台风中全部受淹，受灾面积达
3.5 万亩。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科
技人员召集 200多户养殖户，集中

进行现场示范讲解，并向养殖户送
去水质调节剂。

在余姚、象山、宁海、江北
等地，市畜牧兽医局派出的 3 个
指 导 组 马 不 停 蹄 地 开 展 指 导 工
作。专家表示，现阶段重点是做
好面源消毒，处理好霉变饲料，
有计划组织动物免疫。据统计，
昨天市县两级畜牧兽医技术服务
队共发放消毒药品 2900 公斤，指
导受灾场户无害化处理死亡畜禽 5

万头 （羽），修缮倒塌损毁圈舍面
积3500平方米。

据介绍，台风过后，市农业农
村局首次使用无人机对渔业受灾区
域开展巡查。4架无人机巡查了宁
海旗门塘、象山石浦渔港、鄞州横
山渔港等地，两个小时内查清了
3038 公 顷 养 殖 塘 和 渔 港 设 施 的

“伤势”，搜集了全方位、立体化的
影像资料，为下一步恢复生产提供
科学依据。

175个救灾服务组活跃在生产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米兰 凌宇
磊 记者徐欣）“吃货们！需要
你们的时候到了！”从台风“利
奇马”来袭到现在，江北法院的
执行干警当起了“微商”，忙着
为农户在朋友圈里“吆喝”卖葡
萄。

原来，台风来临前，葡萄种
植户老孙给江北法院的法官打电
话：“这可咋办，台风就要来
了，葡萄都要吹飞了，我真的很
担心，这债怕是还不上了。”老
孙是一个葡萄种植户，也是江北

法院执行案件中的被执行人。
执 行 干 警 曾 多 次 到 他 的 葡 萄
园，想到这 12 亩葡萄，内心非
常纠结。

这个葡萄园是老孙从老王那
里租过来的，但老孙屡次拖欠租
金，老王无奈之下诉至法院。法
院判决老孙腾退葡萄园并交还给
老王，赔偿租金及违约金5.15万
元。后因老孙未及时履行，老王
向江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几
年，江北法院腾退了大大小小的
房屋上百套，但腾退葡萄园还是

第一次。
执行法官听当地村民说，老孙

常 年 体 弱 多 病 ， 也 没 有 其 他 技
能，还有一个上高中的女儿要抚
养。2013 年，老孙向同村老王租
了葡萄园，前期投入大，遇到台
风天等，又收成不好，但一家人
就靠这葡萄园维持生活。本想着
今年葡萄产量喜人，可以卖个好
价钱还债，结果又碰上了超强台
风“利奇马”。但同时，申请人老
王家庭也困难，十分需要这笔赔
款。

“台风来了，快来帮帮老孙卖
葡萄！”“老孙的葡萄熟啦。”“现摘
葡萄，35 元一箱，便宜又好吃。”
江北法院执行局的微信群里第一次

“吆喝”起了卖葡萄。仅一个上
午，就卖掉了 300 余箱葡萄，收入
1 万多元。目前，葡萄已卖出 400
多箱，让老孙感动不已。

“ 感 谢 法 院 干 警 ， 我 不 会 说
话，不知道如何表达，就是感谢，
非常感谢！”在江北法院的执行大
厅，被执行人老孙握着执行干警的
手连声道谢。

法官当“微商”朋友圈里卖葡萄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支倩君）“融峰国际家居认购
14 箱，宁波明川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认购 28 箱，中集集装箱服
务公司认购 86 箱……”昨天，
北仑小港渡头董社区在“仑直
播”平台上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直
播。主播和社区工作人员冒着大
雨，通过镜头向大家展示丁家山
村葡萄受灾情况，鼓励大家踊跃
认购。

台风过后，农田一片狼藉，
果农损失惨重，这牵动了不少人
柔软的内心。昨天，记者在丁家
山村葡萄地看到，原本长势喜人
的葡萄半数被台风吹残，葡萄架
倒伏，即将进入采摘期的葡萄遭
遇灭顶之灾。渡头董社区一葡
农，抱着葡萄蹲在地上痛哭，其
情其景，令人心酸。

“ 小 港 区 域 平 均 雨 量 达 到
300 毫米，前几天积水很深，现

在积水慢慢消退。这几天都是高温
天，熟透的果子特别容易坏，整个
辖区有 60 万公斤葡萄急待采摘。”
小港街道有关负责人介绍。

渡头董社区党支部书记郑蕾
告诉记者，丁家山葡萄在宁波有
较高的知名度，辖区范围内仅丁
家山一个村种植葡萄的农户就有
150 多户，种植面积 800 多亩。前
天，社区微信公众号发出认购爱心
葡萄信息后，昨天一早就接到 600
公斤订单。

笔者了解到，该社区帮助困难
农户销售产品由来已久。3 年前，
渡头董社区探索成立电商工作站，
通过整合区域内资源，提升当地特
色农业品牌效应，帮助农户扩大销
路，同时尽可能帮助贫困农户、残
疾农户和创业群体。

截至昨天傍晚，丁家山村不断
接到爱心葡萄订单。社区已组织志
愿者帮助农户采摘1300多公斤。

社区网上直播为受灾葡农“吆喝”

记者 徐展新
海曙区委报道组 孙勇

记者昨日下午来到宁波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时，工作人员正
忙着清理受损设备，完成排涝的
收尾工作。“受灾当天我在现
场，短短 2 小时水位就上升到 1
米多，完全反应不过来。”回想
起当时场景，常务副院长朱海标
仍心有余悸。

研究院进水后，一层基本
“泡汤”，去年刚刚建成的展示厅
也淹了一大片，卷闸门被冲垮，
工作人员出行只能靠划船。研究
院的部分硬件设备，核心测试平
台、视觉测试平台等软件系统都
不同程度受损。

天灾面前，企业积极自救，
各级政府也第一时间慰问、支
持。受灾后第二天，研究院的合
作伙伴、上下游供应链企业都发
动力量参与抢修。11 日一早，
市、区、镇三级政府领导也出现
在救灾现场，并承诺“急事急
办，为团队保驾护航”。“当时的
积水漫到膝盖。天灾来袭令人恐
慌，但政府的关切给予了我们力
量。”朱海标还向记者展示了谭

建荣院士当天发来的短信：“宁波
的政府很好，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
事情，请替我表达感谢。”

宁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设于
海曙区洞桥镇，距离奉化江的直线
距离不到 1公里，又处在容易积水
的低洼地，附近的企业也因台风遭
受一定经济损失。

为此，洞桥镇政府做了不少前
期提醒和后勤保障工作。台风来临
前，镇政府就向全镇所有企业发
布预警，其中就包括宁波智能制
造技术研究院，提醒他们做好防
台工作。镇里的干部纷纷顶风冒
雨赶赴一线，第一时间将气象部
门 、 水 利 部 门 的 信 息 传 递 给 企
业，指导企业科学救灾。“灾后，
我们从卫生部门拿来了消杀工作
指导视频，上门向受灾严重的企
业发放药品，还号召 60 多家规下
工业企业参投巨灾保险，为企业提
供坚强后盾。”洞桥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
我们的省级创新中心已决定迁址新
建。”朱海标说，依托现有的科研
力量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他们充满
信心，能在这片土地扎根、开花、
结果。

合力守卫“创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佳雯 陈挺） 昨天早上，象山黄
避岙乡高泥村的网箱养殖大户严兴
国和其他养殖户，早早来到西沪港
海水网箱养殖基地的鱼排上，积极
开展生产自救。

据悉，该基地是浙江省最大的
海水网箱养殖基地，养殖面积逾
3000 亩，养殖网箱 3200 个，有大
黄鱼、鲈鱼、真鲷等 20 余个养殖
品种。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境，
网箱破损严重，造成 2000 万尾黄
鱼、鲈鱼破箱逃逸，损失近 2000
万元，受灾最严重的养殖户损失近
200万元。

虽然基地满目疮痍，但养殖户
们齐心协力，奋力自救。“这两
天，我们用绳子扎紧网箱内破损的
渔网，不让鱼逃走；买木板整修漂
走或断裂的鱼排以及破损的鱼排
房，同时尽快打造新网箱，以免鱼
集中在剩下的网箱内，密度过大影
响养殖质量。”严兴国有 120个养殖

网箱，此次台风损失有七八十万元。
除了鱼儿出逃外，剩下的鱼受

伤也不少。“台风期间气温较低，
目前受伤的鱼以自然修复为主。”
严兴国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省、市、县三级渔
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也在积极行动。
8月11日上午，市海洋与渔业研究
院防疫检疫中心的技术人员来到西
沪港养殖区域，面对面对养殖户们
进行灾后指导，解决难题。

据技术人员介绍，台风影响过
后，要注意后继发生的感染性死
亡。

据了解，从8月10日开始，象
山县水利和渔业局已组建 3个救灾
复产技术组到各养殖、育苗基地，
通过水质检测、发送弧菌板等技术
措施，快速指导养殖户恢复生产。
截至目前，累计检测养殖塘口 80
个，指导大棚、育苗等企业 （养殖
场） 100 余家，及时联系申请保险
理赔。

养殖户齐心协力 专家面对面指导

全省最大海水网箱养殖基地积极自救

本报讯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昨天上午，在江北达人
村景观农田区内，几名工作人员
正仔细检查农作物的受损情况。
经过抢修，景区内受灾区域基本
恢复并开始营业。

“这次台风期间，景区内有
300 余亩景观农田受损被淹。主
要集中在农业精品区、稻田区和
采摘区。由于这些农田此前主要
供游客游览和采摘，因此这几
天，我们正抓紧时间对这些作物

进行排查，及时对受损农田进行作
物补种。”达人村景区工作人员顾
超群告诉记者。

除了农田受损，达人村景区内
的树木、爬藤植物、部分广告牌等
被风吹倒，冰雪王国和田园美食村
也遭到不同程度进水。台风影响一
结束，景区便组织工作人员和工人
们进行景区内抢修重建工作，清理
断枝、扶植倒伏树木，并抽调排水
泵对农田和美食村等重点进水点位
进行排水排涝处理。

达人村景区灾后重新开园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王思
远） 台风影响已经过去，当大家
都以为连续奋战了几天的社区

“铁人们”可以休息时，江北文
教街道的干部又拿着工具，带领
队伍出来干活了。

前两天巡查积水时摔了一
跤，脚上磨出了好几个泡的文教
街道育才社区“女汉子”社工冯
勤，昨天一大早又来到双东路
35 弄，给家里进水的居民送上
消杀泡腾片。“你这孩子摔这么
厉害，今天咋不在家休息呢？”
那天目睹她摔倒的汪阿姨看到

她，心疼得不得了，跟居民们使劲
儿夸她。冯勤笑笑说：“阿姨，这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我们
育才社工都在做的事儿。”

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后，文
教街道迅速组织干部、物业人员、
党群志愿者等 80 余人，投入灾后
保洁、消杀等工作。

“女汉子”社工带伤上门消杀

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张
立 谢彧） 昨日上午，214 省道海
曙段改建工程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景
象，压土机、挖掘机、运输车来回
穿梭，200 多名施工人员顶着烈
日，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工作中。

台风“利奇马”远离，214 省
道海曙段改建工程迎来全面复工。

“台风登陆那天，我们停工了。当
时天气实在太恶劣，部分路段还出

现积水。”施工方有关负责人表
示，其间建筑工人全部安置转移，
建设材料和设备得到妥善管理，

“只要台风一走，达到复工条件，
我们全部人马就会立即上场”。

214 省道改建工程作为海曙交
通的“一号工程”，由于任务繁
重，关注度极高，因此施工的每一
步都至关重要。施工管理方也是时
刻绷紧神经，盯好每个组员、每个

路段的工作，做到工程全链一刻不
松懈。

在机场高架下至航空路一段的
改建现场，有半幅道路已完成沥青
摊铺，另有半幅道路正在进行原先
水泥路路面共振破碎处理。施工人
员老吴驾驶着破碎机不停地敲震地
块。“现在一直在抓进度，我们领到
项目组布置好的工作任务就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大家都希望早日让崭

新的214省道发挥作用。”老吴说。
214 省道又称甬临线，自海曙

经奉化、宁海连接三门、临海，基
本与沈海高速公路平行。2017 年
底，214 省道鄞州大道至奉化段进
行改建。改建工程南至奉化区界，
北到鄞州大道，总长12.2公里。改
建完成后，不仅能极大缓解城西交
通压力，还能进一步推进宁波城区
的融合发展。

“今年是 214 省道改建工程的
关键年和决战年，我们将攻坚克
难，加快建设，尽早让群众拥有一
个高品质的道路出行环境。”工程
施工方负责人说。

海曙交通“一号工程”全面复工

本报讯（通讯员梅薇 记者
王佳） 昨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我市全面启动临时救助紧急
程序，对因此次台风灾害造成生
活困难的群众立即给予临时救助
或启动低保救助。截至前日 17
时，我市民政部门共发放临时救
助 1254 笔，救助金额 278.69 万
元，并受理1人低保救助。

超强台风到来前，市民政局
曾发出《关于社会组织全力做好
超强台风“利奇马”防御和救灾
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民
政部门和社会组织积极做好防台

抗台各项准备和防范应对工作，动
员各专业救援社会组织协同开展人
员搜救、紧急救援物资运输、受灾
人员紧急转移安置、救灾物资接收
发放等救灾工作。全市社会组织参
与防台救灾工作十分踊跃。截至昨
日中午12时，全市有162家社会组
织参与转移安置灾民，105 家社会
组织参与应急救援，474 家社会组
织参与灾民生活保障，164 家社会
组织参与其他救灾工作。全市社会
组织在这次防台抗台工作中共投入
救灾装备 1715 件，投入救灾物资
519.5万元，发挥了较大作用。

我市民政部门
发放临时救助1254笔

社区组织志愿者帮助农户采摘葡萄。 （厉晓杭 陈张坤 摄）

技术人员对养殖户进行灾后指导。 （贺林汕 沈孙晖 摄）

昨天上午，在鄞州区姜山镇陈 桥村，农户正在田头领取化肥。自
8月 11日起，全市农合联 （供销社） 联合农资企业、农技服务部门等，
深入田间地头排查灾情，组织服务小分队帮助农户修复大棚、排水追
肥、提出个性化的防疫防虫方案，帮助农户快速恢复生产。

（徐能 刘波 摄）

为农服务为农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