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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坑村民俗文化馆开馆
馆内藏品400多件

本报讯（记者 蔡奕群 陈鑫） 6月5日上午，北岙街道
大长坑村弘辉民俗文化馆正式开馆，馆内展出了 400多件
洞头区各年代的代表性老物件。

走进文化馆内，从小搪瓷杯到陶瓷碗盘，从小板凳到八
仙床，从农用犁具、锄具到渔用织网机、小板船等等，一件件
颇具年代感和代表性的民间生产、生活老物件，引得参观的
群众啧啧称赞。

弘辉民俗文化馆馆长张孚添告诉记者，该馆于2018年
底，由大长坑村张姓族人自发筹建。大部分藏品都是馆内
工作人员下村走巷，从群众家中寻得的。

张孚添说：“文化馆内的老物件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
化，既反映了洞头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也让我们更加热
爱新时代，珍惜新生活。我们的收藏也是为了保护先祖文
化遗产不被流失，承接历史文化精神，以鉴我辈奋发进取，
代代相传。”

大长坑村党支部书记张孚世表示，这次的文化馆落户
大长坑村，不但提升、丰富了大长坑村的文化建设，也将为
大长坑村今后的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

据了解，今后弘辉民俗文化馆还将继续收集各类具有
历史意义的老物件，并加强修复和管理工作，为挖掘洞头地
域特色文化，打造当地旅游文化品牌提供助力。

万元大奖征集
洞头形象宣传口号形象标识

本报讯（通讯员 钱飞琴）近日，洞头区面向全国征集
洞头文化和旅游主题形象宣传口号和形象标识，创意奖将
分别获得2万元和3万元的奖金。

洞头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体现文旅融合
发展，塑造洞头旅游的新概念、新形象，将推出文化和旅游
形象宣传口号和文旅形象标识，希望借助新口号“一句话叫
响洞头”，树立鲜明的洞头旅游新形象。

形象主题口号要充分体现洞头文化旅游的基本内涵、资
源优势、产品特征和文化精髓，具有较强的震撼力、感召力、
亲和力和广告宣传效果；宣传口号文字精练、简明易记、主题
突出、寓意深刻、朗朗上口、富于美感，16字以内为宜；作品
必须为作者本人原创，不能与已使用的文化旅游口号重复。

形象标识(LOGO)要充分体现洞头文化旅游的基本内
涵、典型特征和文化精髓；构思精巧、简洁大气、色彩协调，
创意独特，易懂、易记、易识别；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直
观的整体美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艺术感染力。

本次征集活动截至6月30日。市民可通过以下方式
参与活动：

1.邮寄地址：温州市洞头区通港路2号中心渔港综合大
楼217室(信封请注明“洞头文化旅游征集”)，曹炯收。

2.电子邮箱：1551503799@qq.com(邮件主题请设为“洞
头文化旅游口号/LOGO征集”)。

3.咨询电话：0577-56727720，联系人：曹炯。
4.网络查询请关注“洞头百岛旅游”微信公众号。

筑牢廉政防线
家庭助廉 亲情寄语

本报讯（通讯员 陈凤燕）近日，区委政法委组织开展
了“家庭助廉 亲情寄语”活动，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家属撰写
廉政亲情寄语。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廉洁是自律出来的”“工作中多一
分清正廉洁，家庭里多一点安定温馨”……一句句真挚又朴
素、温暖又有力量的嘱托张贴在区政法委每位干部职工的
办公桌前。这些寄语，或是期盼，或是提醒，字里行间无不
倾注着家人的关切和嘱托，将默默亲情融注于廉政教育之
中，让干部职工时刻做到自我提醒，实现以亲情促廉政，以
家风促廉政。

为深化“警示教育月”及“明纪律 正作风 铸铁军”主题
教育活动，切实增强干部职工廉政思想防线，加强廉洁自律
意识，区委政法委积极完成了区里统一部署开展的警示教
育月“十个一”规定动作。同时积极创新载体，6月份继续
深化警示教育月活动，开展区政法委“养廉”行动，通过开展
一次“家庭助廉 亲情寄语”活动、读一本廉政书籍、举行一
次保密知识测验、每周发送一条廉政温馨提醒短信息、每人
写一篇廉政读书心得、开展“每周一警示”典型案例宣传等
系列活动，突出廉政文化建设、廉政教育活动的互动性、经
常性、生动性和针对性，让干部职工筑牢廉政防线，营造风
清气正良好氛围。

整治流动摊贩
确保道路整洁畅通

本报讯（通讯员 南迎希） 6月 5日上午，区公路局联
合瓯江口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大队在 330国道灵昆段开
展路域专项整治行动。

据悉，为规范灵昆水果市场，早在2018年8月，瓯江口产
业集聚区就在77省道旁设置了全新的灵昆水果集中销售点，
杜绝果农商贩违规挤占公路售卖水果。但在个人利益的驱使
下，马路两侧摆摊设点贩卖水果的行为死灰复燃,公路上的流
动摊贩禁而不止，也是路政管理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区公路局联合瓯江口城市管理
局、行政执法大队对流动摊贩进行集中整治。此次整治出
动执法队员24人次、车辆5车次。在执法人员的耐心教育
下，劝退三轮车摊位3个，搬离马路旁摊位2个。

经过此次整治，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得到了改观。
为确保整治实效，避免返潮现象，下一阶段，该局将健全长效
管理机制，持续高压态势，杜绝问题反弹，巩固整治效果。

停电公告
定于 2019-6-17 8:00至 13:00，南塘 J812线沙岙西边、

蜡烛台变、坪顶变、大南岙变用户停电。
定于 2019-6-19 8:00 至 17:30，洞南 J815 线蓝港花苑

配电房用户停电。
定于 2019-6-20 7:00 至 16:00，东臼 J856 线扎不断变

用户停电。
定于 2019-6-21 7:00至 17:00，口筐 J855线西坑变、口

筐变、口冷1#2#变、龙珠变、王成和变、口筐油库变、海珍品
1#2#变用户停电。

温州市洞头区供电公司
2019年6月13日

本报记者 黄国豪 王丛文

鹿西乡作为洞头区重要的渔业乡，近
年来通过政府政策助力，大力发展现代化
渔业和旅游业，实现了社会经济全面发
展。

说起鹿西的“大黄鱼”,不少人是交口
称赞。作为当地的特色品牌之一，目前该
乡正着手申报“鹿西大黄鱼”地理商标，谋
划黄鱼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的建设。

鹿西乡副乡长方智森说：“鹿西原来
就是一个渔业乡镇，主要是以渔业为主。
今年也探索出了渔旅融合发展的路子，致
力于大黄鱼养殖项目的建设。目前白龙
屿生态海洋牧场、黄鱼岛的深海牧渔项目
都有了一定规模。”

浙江东一海洋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
白龙屿生态海洋牧场，采用放养生态养殖
技术，实施生态健康养殖大黄鱼。浙江东
一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加新告诉
记者，在发展建设黄鱼养殖项目时，得到
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策扶持和资
金补贴方面都提供了大力帮扶。

王加新说：“我们项目落地后，各级政
府很关心很支持这个项目。这里的两条

马路都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其他一些政策
也都有大力支持，包括项目的补贴等方
面。”

记者了解到，鹿西当地多数渔民是
“60后”，受文化阅历等方面影响，就业机
会非常有限，而大黄鱼项目落户鹿西，也
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

黄鱼岛海洋渔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郑祥武说：“公司现在在职的员工海

上有37人，在温州地区有17家专卖店，为
50多个人提供了就业，加上办公室等有百
来号人。今年 2019年最低的员工工资是
八万，不包括奖金。”

王加新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招收的
东臼村渔民四十多人，让他们在家门口有
一份稳定的收入。

从育苗、加工、养殖到运输、销售等，
大黄鱼产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每

个环节都可以让群众受益，让他们在家门
口就业。

黄鱼岛海洋渔业有限公司销售主管
郑祥女表示，多数妇女之前都在家里做全
职妈妈，没有经济收入，是黄鱼岛项目给
了她们一个稳定的收入，对她们的家庭帮
助很大。

在培育特色产业增加就业上，鹿西
乡还下大力气修复保护当地海洋生态环
境。如今，这里的水域变得更加清澈，更
适合鱼虾类繁殖生长，也为推动黄鱼养
殖产业良性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
用。

王加新说：“通过国家对白龙屿部分
资金支持推动，对整个生态带动了修复，
这里看到的海鸥，堤坝边上的小鱼等，这
些都是生态修复以后的生态效益。产值
方面，每年基本上收入会达到两个亿。”

近年来，鹿西乡还不断加大环境建设
力度，大力发展旅游观光产业，吸引了周
边地区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如今，这里
已经成了新的网红景点，不少人不惜长途
跋涉来到鹿西，享受离岛慢生活。鹿西乡
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正一路向前，昂
首阔步，实现升级发展加速度。

培育发展特色产业
促进转型“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蔡奕群 叶明天）为
进一步加强社会全面治安防控力度，巩固
提升“海岛枫桥”共建共治良好局面，6月
10日上午，洞头区2019年夏季全民平安大
巡防活动拉开序幕。公安、特警、交警以及
志愿者、市民等两百余人参加现场活动。

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政法委书
记吴志安宣布大巡防活动正式启动。

近年来，洞头区围绕“海上花园”建设

战略部署，平安建设不断推进，“海岛枫
桥”“海霞警务”等平安品牌效应日益明
显，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始终走在全市前
列，并连续14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平安
县(区)。

据悉，本次大巡防工作将持续到10月
15日。巡防期间，洞头区将针对娱乐场所、
工地、民宿、旅馆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强
化交通安全等方面，通过布巡、机动巡，联

合各社区、村居党员等开展全民平安大巡
防，确保洞头区治安平稳、交通顺畅。

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张剑亮说：“这
次巡防活动将实时推出每日的警情，通报
给各社区的巡防队。同时，公安局各派出
所将进行巡防指导，包括做好秩序的维护、
交通的管理等，从平安的层面全面开展。”

平安大巡防，构筑治安防控网。海霞
妈妈平安志愿者王银玉告诉记者，一直以

来，她们都主动积极参与到每一次的巡防
活动中。除了辅助日常治安巡防，她们还
会巡查消防安全，特别是到群众集聚区去
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等。

王银玉表示，海霞妈妈在平安大巡逻
方面已经做了十几年了，海霞妈妈们来自
七个社区，大家自愿参加，一直风雨无阻
地坚持进行卫生整治、平安巡逻等工作，
目标就是让大家过上平安的日子。

平安大巡防 构筑治安防控网

夏季全民平安大巡防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雄）从区应急
管理局获悉，近日，该局与乐清市人民医
院签订了《跨区域应急医疗救治绿色通道
协议书》，确保洞头区大小门临港石化产
业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矿山和重点工程建
设项目在发生事故时,能享受乐清市人民
医院“绿色通道”待遇。

据了解，大小门岛远离洞头城区，当
地仅有 1家小规模的社区卫生院，医疗设

备和技术落后，一旦发生险情，根本无法
满足救治需要，企业发生事故后,难以得到
有效的医疗救治，安全生产事故救治压力
甚大。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防止贻误人
员受伤救治的最佳时机，最大限度的降低
和减少人员伤亡，区应急管理局在区卫生
健康局、乐清市卫生健康局的大力支持
下，按“就近救治”原则，将乐清市人民医

院确定为温州市洞头区大小门岛危化(矿
山)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特约医院(大小门
岛到乐清市人民医院仅需半个小时车
程)，开辟了“跨区域应急医疗救治绿色通
道”，优先满足大小门岛企业和重点工程
项目受伤员工的救治需要，全力抢救伤
员。

根据协议，该“绿色通道”将遵循“先
救治、后结算”的原则，医院凭区应急管理

局电话通知或企业出具的证明，免除其挂
号、押金等入院手续，实施优先救治，事后
补办相关手续。同时，由区应急管理局提
供担保责任，消除医院的后顾之忧，保障
医院合法权益。在开通绿色通道后，乐清
市人民医院将会最大程度畅通“绿色通
道”，积极参与到安全生产事故受伤员工
的救治工作中，确保大小门岛危化(矿山)
企业和重点工程项目员工的生命安全。

通讯员 刘娜筱

夏季，是海岛旅游的“春天”，在洞头
区元觉街道的相思岙，有一处小红书上
很火的洞头“小洱海”，不仅成了温州游
客们拍照网红打卡地，也吸引了江苏卫
视《非诚勿扰》节目组来取景。

6 月 8 日播出的江苏卫视《非诚勿
扰》节目中，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嘉宾叫保
罗，在回忆与中国前女友恋情的短片中，
保罗在海边的一段场景就是取景于洞头
相思岙防浪堤上。

洞头“小洱海”位于元觉街道沙角村
与花岗渔村的花岗大桥之间右边的相思
岙，因为这里除了有大海、小岛、红色岩
石等自然景观元素，还有近 1000米的防
浪堤坝，以及他们为游客提供的一些拍
美照的创意道具，这些道具有透明的悬
挂的玻璃球秋千、纯白色的长桌和凳子、
白色木框子、英文字的指示牌、纯白色的
楼梯、栏杆和石头墙、风车、钢琴、爱心造
型……在现场，你常常会碰到婚纱摄影
公司带着准新人们在拍摄，洁白的婚纱，
有蓝天、白云、大海当背景，每个角度，都
能拍出面朝大海的纯粹之美，画面貌似

大理的“洱海”。除了婚纱机构，小姑娘
带着闺蜜，还带了气球等道具，前来拍摄
闺蜜照；在海边的栏杆上，一位小伙子带
着单反正在拍旅游鞋新产品广告片。据
一位摄影师介绍，因为此处海水很蓝，画

面背景 360度无死角，又有创意道具，很
受文艺青年们的喜欢。

据花岗渔村的一位村民介绍，这个
地方拍照的创意道具设立有一年多时间
了，春天、夏天、秋天这三个季节来拍

摄取景的人最多，其中年轻人和婚纱拍
摄机构最多，有时候，一天有几十对新
人，都是温州地区的婚纱影楼专程来取
景。

（来源：温州商报）

洞头有个“小洱海”
“网红”打卡胜地

区应急管理局与乐清市人民医院签订协议

跨区域开通绿色通道 创新医企应急模式

鹿
西

捕捞大黄鱼。

纯白色桌凳

英文指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