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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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24～32℃

8月4日：多云，午后部分雷阵雨。 26～34℃

有这么一群人，我们常常可以
在马路边看到，他们拿着大剪刀或
者推着除草机，即便头顶烈日，对花
草的呵护也好像爱护自己孩子一
般，他们就是园林工人，张小都就是
他们当中的一员。

今年57岁的张小都是杜桥镇
农业公共服务中心的一位资深园林
工人，从事园林工作已有 14 个年
头，手下还带有七八个工人。日前，
一个太阳晒得人火辣辣的午后，赤
日炎炎，连吹过的风都夹带着热
气。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只有几
辆车在来回飞驰着。记者在杜桥镇
杜南大道的绿化带上见到了张师
傅。

当时，他正在给绿化带上的草
坪除草，安全帽下已经流出豆大的
汗珠，鼻梁上的眼镜因为汗水不断
地往下滑，身上淡蓝色的衬衫也已
被汗水全部浸湿，腰间系了条麻袋，
手中的除草机割草时不断发出嗡嗡
声，割碎的草在高速运转的机器下
飞舞起来。记者叫了两声“张师
傅”，他都没有听见。近身过去叫的
时候，他还很不情愿关掉除草机跟
记者抱怨：“我还有很多活没干完。”

终于到了难得的休息时间，张
师傅来到休息用的三轮车旁，街边
的大树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为张师
傅带来一丝清凉。他拿起挂在车上
的毛巾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又喝完
一大瓶的水，随后腼腆地跟记者说：

“我们早上6点钟上班，一直干到下
午5点，给路上的花草树木做养护，
包括树木除虫、移植、除草等，都是
我们要做的。”

“老张，你快来帮我看看，我这
机子怎么开不起来了。”在与张师傅
的谈话间，一位工友着急地喊道。

张师傅跑过去拿起除草机检查
一会儿说：“没事的，机器工作太久
了，我摸着都烫手，你让它休息一
下，你自己也休息休息，去喝喝水。”

说起张师傅的为人，旁边的工
友对他赞不绝口：“我跟他一起工作
十几年了，他本事很大，活儿干得
好，平时机器有什么小毛病都是他
来修，收工的时候都是他来收拾工
具的。”而且，张师傅的修剪手艺好，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请他上门修剪。

张师傅腰上系着一个长到拖地
的麻袋，对于这个记者非常好奇。
张师傅解答道：“这个是防止割草时
地上的小石子蹦到腿上，别看石子
小，它的速度很快，躲都来不及，蹦
到就会淤青。像你刚刚叫我，幸亏
是站在前面，要是站身后就惨了。”

曾经有一次，他在除草时，石头不小
心蹦到路边行驶中的汽车，还弹破
了玻璃，车主拉着张师傅非要让他
赔钱。“幸亏当时的钱是单位赔的，
不然那几个月白干了。”张师傅说。

下午5点后，太阳不像中午那
般霸道，但是余热还是使人呼吸不
畅快。张师傅用毛巾擦了擦汗，拧
干毛巾装在袋子里，收拾工具下
班。下班后，张师傅也没有什么娱
乐活动，吃过晚饭，看会儿电视，就
早早休息了。“我们在外面干了一天
的活，很吃力，看看感觉这些工具不
是很重，但是真让你一天都拿着干

活，还是蛮吃力的。”记者也尝试去
拿除草机，只能勉强拿起。张师傅
还告诉记者，平时除了下雨，每天都
在外面工作，连过年也不例外。

闲聊中得知，年轻的时候，张师
傅也做过生意，卖过眼镜，“我可能
不适合做生意，没几年眼镜店就倒
了，2004年，经别人介绍，我来这里
工作。”张师傅说道。

一转眼，从业已经14年，在日
复一日的早出晚归中，张师傅最大
的体会就是，凭着自己的力气去赚
钱才安心。“我帮别人打工，别人相
信我，才叫我。”他说。

烈日下，守护那一抹绿
□本报见习记者 金露妮

◆文明聚焦◆

施工产生粉尘影响环境 现已处理
7月27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两水村汇墅路附近的施工产

生极大扬尘，该情况已有一段时间，建议相关部门在该路段进行洒水降
尘。

古城街道办事处：经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街道城管办已经同
施工队沟通，施工队表示会进行洒水，减少灰尘。

路灯不亮影响通行 现已亮化
7月31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大洋街道三峰路有1000米左右路段

路灯不亮，已经有1个星期，影响通行，建议及时修复。
市供电局：经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经处理，该路灯已于7月

31日晚上进行修复，目前已恢复亮化。

修剪树木未设警示有隐患 现已设置
7月2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有人在东湖路东湖公园东门修剪行道

树，目前该处行道树半挂且未放置警示标志，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经调查核实，反映情况属实。已于7月30日上

午在该处放置安全警示牌，感谢您对园林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公交车
被称为城市“流动的名片”，别看公
交车空间小，但是乘车文明不能
少。近日，有不少市民拨打本报
85111333热线反映，经常有人在乘
坐公交车时大声喧哗、乱扔垃圾，十
分不文明。

8月1日上午，记者乘坐多路公
交车进行了体验，捕捉到了乘客不
排队上车、不主动让座、乱堆放行李
等乘坐公交车时的不文明现象。

上午9时左右，记者乘坐了211
路公交车。一上车，记者就发现一

位坐在车后门附近的市民，脚边堆
放着3大包行李，不仅挡住了其他
市民上下车的通道，还堵住了旁边
几个空位的入口，让其他乘客无法
入坐。同时，记者还看到尽管车厢
后方有一些空位，但仍有人占用老、
弱、病、残专座。

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知道这是
老、弱、病、残专座时，一位坐在专座
上的市民说道：“我知道这是专座，
现在没人我坐一下，有老人上车了
我再让座。”

上午10时，记者又来到东湖公
园公交车候车亭等待 202 路公交
车。这一站点客流量较大，候车市
民较多，202路公交车还未停稳，站
台上的市民就开始向前挤；更有甚
者，在后门乘客还没下车完毕就匆

匆上车抢座。这不仅造成乘车拥
挤、浪费时间，也影响了城市的文明
形象。

一位经常乘坐公交车上下班的
市民表示：“这种拥挤的情况很常
见。如果遇上学生周末放假的周
五，场面更是一片混乱。一些个子
瘦小的学生挤不上车，都挤哭了。”

另一位候车的学生也吐槽了不
少公交车上的不文明现象：“上下学
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人在公交车
上吃东西，还有人在车上大声喧哗，
这些都很影响其他乘客的心情。”

除了上述提到的不文明现象，
在车内乱扔垃圾、任孩子打闹踢座
椅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对于公交车上的这些不文明
现象，公交车司机应积极提醒市民

文明乘车。可在记者走访的过程
中，却并未看见有司机对此有所行
动。

针对这种情况，记者采访了一
位公交车司机，司机师傅表示：“不
文明现象经常会碰见，一些年纪大
的乘客在乘车时会随地吐痰，一些
孩子喜欢往车窗外扔东西。碰到这
些情况，我们会说一下的。”

当前，我市正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公交不仅是城市居民最常用
的交通工具，也是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内容之一。城市的文明形象需要
每一位市民的自律与自觉，也需要
相关责任单位加强管理，督促落实
管理责任。维护公交秩序，营造和
谐融洽的车内氛围，让文明乘车蔚
然成风，给城市形象添彩。

大声喧哗、乱扔垃圾、行李占道、不排队上车……市区公交车上，这样的现

象比比皆是。为此，本报呼吁——

文明公交 别让“流动名片”沾上污点

“你们辛苦了！”昨日，白
水洋镇总工会走进一线工作
的企业职工和在高温下坚守
的环卫工人，送上 495 公斤红
豆、绿豆、红枣、白糖和矿泉
水、西瓜等防暑降温慰问品，
给他们送上一丝丝清凉，也送
上党和政府的关爱。

杨叶灿摄

8月1日，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对市民投票选出的8
家“网红”餐饮店进行突击检查。检查发现部分餐饮店存在环境卫生不
理想、餐具消毒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对此要求店铺规范整改。另经
现场快检，8家餐饮店食用油的酸价快检结果均为合格，调料汤底罂粟
快检均为阴性。

据了解，这8家“网红”餐饮店分别为拾七烤肉、润丰禾寿司、月半
烤肉、百岁我家酸菜鱼、泡面小食堂（银泰店）、三峰烤禽、王炸油炸和
BURGER MONSTER汉堡。

谢 希摄

临海市文明办因工作需要，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合同制工作
人员 1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
下：

一、招聘岗位
1.聘用性质：编外合同制工作

人员；
2.工作岗位：文员。
二、招聘资格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好，遵纪守

法，品学端正，有较强的责任心和
团队合作意识；

2.国家承认本科及以上学历，
中文专业优先；

3.具备一定的公文写作、计算
机操作、语言表达和组织协调能
力;

4. 30 周岁以下（1988 年 7 月
23日以后出生），临海户籍；

5.身体健康。

三、待遇
试用期3个月，正式录用后，

按照相关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工资
待遇按照相关考核办法执行。

四、报考程序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

8月8日（双休日除外）；
2.报名地点：临海市财政局13

楼 1315 办 公 室 ，咨 询 电 话
85119081；

3.报名时携带报名表（请在微
信公众号“文明临海”下载文件）、
一寸近期免冠彩照2张，身份证、
户口本、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对报考人员在报名中，提供虚假材
料的，一经发现，取消资格；

4.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参加考试
（时间、地点由用人单位另行通知）。

临海市文明办
2018年8月2日

临海市文明办公开招聘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

图为张小都（前右）正在烈日下工作。 金露妮摄

根据建设部《前期物业管
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物业
管理条例》《浙江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台州市创
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

“彩虹壹號”的前期物业服务采
用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
企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招标物业区域说明：
“彩虹壹號”位于临海市杜

桥镇杜南村，东至下街路，南至
滨海路，西至百里大河，北至富
南路。总建筑面积150253.54
平方米，物业类型为住宅，配套
设施设备齐全。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相应管理经验的物

业服务企业。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
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3.无违法记录，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较好的社会口碑。

4.服务标准参照《台州市
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
级标准》（台建规[2018]024号
文件）一级标准。

三、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8月9日17时（北京时间）

四、报名地点：临海市杜桥
镇杜南村杜南综合楼七楼

报名时请携带企业营业执
照副本，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

联系人：黄辉
联系电话：13616693336

台州市创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彩虹壹號號號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临海市大田街道柏叶路东段正在道路施工建设，涉及该规划
道路红线区域内的坟墓搬迁户主限在2018年8月7日前认领搬
迁。未在认领期限内主动认领搬迁的坟墓将作无主处理，造成的
一切损失与后果自负。联系单位：大田街道办事处；联系人：叶剑
林，谢日高；联系电话：85952363，85998127。

特此公告
临海市大田街道办事处

2018年8月2日

坟墓搬迁公告

（上接第1版）
“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将

系统梳理我市经济发展历程，致
敬历史，总结经验。”市经信局
局长徐军表示，接下来，我市将
继续抓汽车机械、医药化工、户
外休闲用品、眼镜、彩灯等六大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大力实施

“2513”龙头企业培育工程，以
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两化深度

融合，促进智造升级，提升企业
管理水平，打造高端人才集聚高
地。

改革不停步，开放不止步。
一个个数字，正是临海加速发展
的有力证明，更是走向和谐临海
的美好开端。如今，已渗入到经
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的
民营企业，将继续满帆前行，纵横
商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