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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85671100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新片推荐

《天佑之爱》：小提琴演奏家沈
馨怡夫妇在一次游玩中，不慎将
三岁的孩子白小林丢失，被布依
族的好心人白建国父女收养。十
年之后，白小林在追求音乐梦想
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自己的身
世，也因为与小提琴结缘，通过音
乐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
团圆。

《小悟空》：大森原本是一只
动物园里的金丝猴，他梦想自己
有一天能成为——齐天大圣孙悟
空。大森与管理员观观有着深厚
的友谊，有一天，神秘怪物把观观
绑架去了纽约，这背后的原因竟
然和几千年前孙悟空师降妖除魔
有着莫大的联系。大森赶到纽约
营救观观，发现控制观观的邪恶
力量就是孙悟空的手下败将——
牛魔王，如何打败异常强大的牛
魔王成了摆在大森和八戒大师、
警官阿莫面前的难题。

《邪不压正》 国 剧情/喜剧/动作 7月13日
《阿修罗》 国 动作/爱情/奇幻 7月13日
《海龙屯》 国 纪录片 7月13日
《铁笼》 国 剧情/悬疑 7月13日
《天佑之爱》 国 奇幻/音乐 7月13日
《美丽童年》 国 儿童 7月13日
《小悟空》 国/港喜剧/动画/冒险 7月13日
《八只鸡》 国 剧情 7月13日
《摩天营救》 美 动作/冒险 7月20日
《风语咒》 国 动画/奇幻 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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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欢迎读者积极报料，一经采用，
即发报料奖50元-500元）

多云，局部有阵雨。 25～32℃

7月14日：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25～32℃

◆文明聚焦◆

近日，小芝派出所联合小芝镇禁毒办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工作人员走进宾馆、学校、村居等人员密集区域，通过悬挂横幅、设
置展板、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等方式，展示毒品种类和毒品危害，警示广
大群众自觉抵制毒品诱惑、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共同营造浓厚的全民
抵制毒品、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张刚英 高再娇摄

近日，由团市委、少工委、青少年宫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平安暑假文
明同行”暑期平安自护夏令营圆满落幕。活动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消防安全、急救知识、民俗文化、临海历史等，加强了青少年暑期
平安自护教育，提高了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避险
自救能力。 张子婕 卢呈橙摄

路面有坑影响通行 现已处理
7月5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泉井洋路回浦实验小学门口，

该处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大坑（深10多厘米，长1米多，宽10至20厘米左
右），此情况已有10多天，影响通行，要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已处理完毕。

下水道堵塞积水严重 现已处理
7月6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鹿城路159号商铺门口道路的

下水管道堵塞，一到下雨天，积水严重，有时还会漫至店铺内，此情况已
有一段时间，寻求帮助。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已处理完毕。

车辆乱停影响交通 现已处理
7月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巾山中路与新江路交叉口，该处经常有

人将车辆停在人行道上及路口上，导致道路堵塞，车辆无法通行，此情
况已存在一年以上，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经过调查，已劝离该处人行道
上的违停车辆，今后中队将加强巡查管理。

遗 失 声 明

●屈永军遗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2月1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1082MA28H3UL1L，声
明作废。

●临海市东方软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遗失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2015年4月10日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编号：（ZJ）
WH安许证字[2015]-J-0950，声明作废。

●临海市人民政府大洋街道办事处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
（社 会 团 体）资 金 往 来 结 算 票 据 ，票 据 号 码 ：1553203900、
1553203669、1553203640、1553203637、1553203646、1452476039、
1452476073、1452476075、1553204102，声明作废。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网络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层广播电
视站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和招聘条件：
1. 网络工程技术人员岗位，定

向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技术部工
作，负责数据网络业务的方案设计、
施工、疑难故障处理和培训，职责范
围内机器设备的技术维护和检修，
负责分管乡镇机房网络设备的技术
保障及光缆线路的抢修和熔接。

要求全日制大学以上学历，电
子信息科学类、电气信息类（电子
信息工程、通讯工程、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方向）相
关专业。年龄30周岁以下（1988
年1月1日以后出生）。因有户外
作业要求，建议男性报考。

要求熟悉数据网络基础知识，
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安装
调试。有防火墙安装调试经验，熟
悉编程语言，能熟练编程的优先录
用。

2.基层广播电视站线务员岗
位，定向到基层广播电视站从事数
字电视网络维护工程技术工作。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计
算机、电子类专业优先。临海户籍，年
龄30周岁以下（1988年1月1日以后

出生）。身高在1.65米以上。（复退军
人报名年龄、学历可适当放宽）。因有
户外作业要求，建议男性报考。

以上职位均要求身体健康，责
任心强，能吃苦肯干，能具有较强
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招聘程序：
通过相关的笔试和面试，最后

对合格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择优录
用。

三、招聘人数：
网络工程技术人员2名，基层

广播电视站线务员岗位4名
四、报名办法：
报名者请带本人学历证书原

件、身份证原件、个人简历、近期免
冠一寸彩照二张，复退军人还需带
退伍证，以上材料请自备复印件。

联系人：张老师 金老师
咨询电话：89361211

85401008
五、报名地点、时间：
临海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4

号窗（柏叶西路928号）
报名时间：2018年7月11日至

7月24日
联系电话：85159089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0日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
台州学院在灵湖广场开展“夜
市普法食安同行”活动，通过播
放食品安全微电影和开展食品
安全知识问答、签名承诺等活
动，向过往市民宣传普及食品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群众
对我市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
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

谢 希摄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巡特
警大队坚持“巡特结合”工作方针，
做精做细“巡”字和“特”字文章，践
行并创新发展“枫桥经验”。近日，
该大队以建党 97 周年活动为契
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党日活动暨“无犯罪巡区”“街警
制”活动启动仪式，全面打造“枫桥
经验”升级版。

据了解，临海城区分为3大巡
区，实行“街警制”路段有靖江路、
大洋西路等 5 条。以靖江中路商
圈为例，该路段南到灵江二桥，北
到银泰城，周边银行、金融网点、大

型商场超市共有 20 个，城乡公交
车中转站、证券交易公司、星级酒
店（君泰和双鸽）等均坐落于此。
该区块商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
金融网点多，属于人财物聚集区，
是临海城区最繁华的地段。该路
段被定为“街警制”路段之后，全力
打造临海“平安街”模板，配备了1
名专职巡逻民警，3名辅警，借鉴日
本、香港等地巡警制先进经验和理
念，采取定线巡逻和交叉巡逻、主
动巡逻和被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临海版巡警”工作机制。

开展“无犯罪巡区”和“街警

制”活动，旨在实现“一降二升三高
四无”。“一降”即街面犯罪有效下
降；“二升”，即见警率、管事率有效
提升；“三高”即党委、政府满意度
高、人民群众安全感高、满意度高；

“四无”即校园周边无伤害师生案
件、金融网点周边无犯罪、公共场
所无寻衅滋事案件、街面无“两抢”
案件。

在打造“无犯罪巡区”工作
中，市巡特警整合警力和社会资
源，科学投放巡防力量，将有效警
力用到群众最需要的时段和路
段，形成点面结合，动静结合，条

块结合，多层次，全方位的巡逻防
控网络，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
目的；切实增强现场管控和快速
反应能力，进一步提升街面见警
率和管事率，使影响社会稳定的
突出问题在第一时间解决在萌芽
状态。另外，“街警制”专职民警
将发动银行、商场保安人员和治
安积极分子等，调动一切可调动
的积极因素，投身“无犯罪巡区”
创建工作，筑起打击和预防违法
犯罪活动的钢铁长城。

（吴苏青）

市巡特警大队
启动“无犯罪巡区”和“街警制”活动

本报讯 （记者高再娇）昨日，
记者从市残联获悉，我市朱勇泽
和潘国顺 2 名运动员在全国第十

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佳绩。7 月
11 日 18 时，代表浙江出赛的临海
籍残疾人运动员朱勇泽，在自行

车比赛四公里追逐赛项目中，斩
获银牌；7 月 12 日 9 时，临海籍残
疾人运动员潘国顺获得自行车三

公里追逐赛第三名，为临海军团
再添一枚铜牌。

我市2名运动员在全国残运会上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近日，
有市民拨打本报热线85111333反
映，自家附近的菜场不仅有商户
占道经营现象，且电动车还在菜
场内随意行驶，存在安全隐患，希
望相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解决问
题。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新城
路的府东菜场看到，不少商户将
蔬菜和杂物堆放在摊位外的过道
上，买菜的人一多，就显得拥挤，
类似情况在菜场内较为普遍。对
此，一些摊主表示：“菜场说过不

能放，但我觉得这里是自己摊位
的前面，应该没关系。”遇上检查
人员过来时，摊主会收拾整理，但
检查一结束，他们又将东西摆了
出来。除了占道经营，记者也看
到，不少市民为了图方便，骑着电
动车进菜场买菜。记者采访了多
位骑电动车进菜场的市民，他们
一致表示，不知道车子不能开进
来，看大家都将电动车开进菜场，
自己也就跟着开进来了。

对于菜场内存在的占道经营、
非机动车行驶等不文明行为，菜
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平时我们也
进行管理的，但这里是老菜场，摊
位面积小，好多东西摊主摆不下
就放在过道上，管理中，不少摊主

会和我们管理人员发生口角，所
以管理起来比较困难。”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位于水云
南路的第二中心菜场，一进菜场，
记者就看到摊位之间的过道堆放
着大量的泡沫纸箱，严重影响市
民通行。家禽交易场所虽在外
围，却飘过来阵阵异味。

“现在是夏天，天气一热，杀
家禽的地方就非常臭。”一位市民
说。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找到同为
这两家菜场业主单位的临海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良种场）。问及该
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管理不到位的
问题，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市
良种场党委书记泮昌高没有正面

回答。他说，他们正在研究，制定
新的管理制度，接下来将增加现
场秩序管理力量。

农贸市场的环境卫生一直是
广大市民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

“脏乱差”问题的根源，不仅需要
增强经营户和市民文明经营、文
明购物的意识，更需要相关责任
单位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只有各
方一起努力，才能让农贸市场走
出“脏乱差”的困局，还市民一个
整洁卫生的市场环境。

农贸市场“脏乱差”，市民期待早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