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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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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进行时

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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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到多云。 25～36℃

8月11日：多云，夜里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25～35℃

◆文明聚焦◆

崇和电影8月影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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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齿鲨》一项由中国主导的
国际科研项目，正在马里亚纳海
沟深处进行时，遭遇未知生物攻
击，科研人员被困海底。救援队
的乔纳斯联手科研项目中的中国
女科学家张苏茵成功营救了被困
人员，但营救行动却意外造成了
巨齿鲨逃离深海。当史前巨兽重
返浅海，人类将为自己对大自然
的贪婪付出惨重的代价……

《美食大冒险之英雄烩》传
说世界诞生自女娲的后厨，并赋
予食物们灵魂。其中，章鱼和咸
鱼们长期漂泊在大海上沦为海
盗，不停地侵扰着美食大陆。为
了抗击海盗，这个夏天，包强和
他的小伙伴们一起踏上了这段
充满惊喜和未知的冒险旅程。

《小偷家族》 日 剧情/家庭/犯罪 8月3日

《风语咒》 国 动画/奇幻 8月3日

《真心话太（tài）冒险》国 喜剧/爱情 8月7日

《一出好戏》 国 喜剧 8月10日

《爱情公寓》 国 喜剧/爱情 8月10日

《巨齿鲨》 美 动作/科幻/惊悚 8月10日

《美食大冒险之英雄烩》国 动作/动画/冒险 8月10日

《勇者闯魔城》 国 喜剧/动画/奇幻 8月10日

《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美 喜剧/动画/奇幻 8月17日

《欧洲攻略》 国/港 动作喜剧 8月17日

本报讯 近日，涌泉镇组织
20多名退伍军人赴河头镇参观
台州中心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重温大石地区在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时期的
战斗历史，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
命先烈，以铭记光辉历史，弘扬

“八一”精神。
走进台州中心县委机关旧址

纪念馆，退伍军人们了解了当时
中共台州中心县委机关工作概况
和各时期涌现出来的革命英雄故
事，大家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接受

革命精神洗礼。涌泉镇纪委副书
记许尚东是一名部队转业军人，
在纪检监察战线上一干就是13
年，他说：“我在部队的工作是机
务，现在的工作是纪检，时间流
逝，身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要忠
诚担当，要不忘初心。”

活动中，退伍军人们纷纷表
示，要牢记革命烈士名言警句，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强化
责任担当，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工作中来。

（赵玲燕）

涌泉镇

参观革命旧址 重温红色记忆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
我市掀起全民健身活动热潮，
免费向公众开放临海体育馆、
东湖体育馆、东湖田径场等公
共体育场馆和台运健身中心、
麦迪逊运动中心、临动汇体育
文化园、臻上体育等13家民营
健身场馆，并开展夏日送清凉
活动，向市民发放7000张游泳
票。图为当天，台运健身中心
免费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前
来体验。 谢 希摄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员项丹阳）“感谢你们的
一路护送，现在孩子的病情
稳定了，跟大家报个平安说
声谢……”8月8日上午，头门
港交警中队协警李斌接到一个
电话，当事人的话语中充满了
真挚的感激。

7日晚8时5分，头门港交
警中队接到 110 指挥中心指
令，称事发地头门港交警中队
旁，有一个六七岁的男童突然
晕厥，需要紧急送医，请求警车
护送争取抢救时间。接到指令
后，正在路面巡逻的李斌等人
第一时间与报警人取得联系，4
分钟内赶至事发地。与此同
时，接警人员电话联系好120
急救中心，安排救护车在指定
位置进行病人移交，争取尽早

实施急救。
8时9分，小

孩及其家属上了
警车。一路上，

警车闪警灯鸣警笛，遇有红灯
路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借
道通过，为患者开辟生命绿色
通道，抢来黄金救治时间。8
时17分，警车抵达目的地327
省道西大路上盘加油站处，将
患者安全地交接到120救护车
上。

赶回中队的李斌等人虽然
为成功护送舒了一口气，可心
里却一直挂念着小孩的状况，
等到次日接到患者家属平安报
信才放下心来。“通常病人家属
看到警车就是看到了希望，能
为病人多争取一分钟救援时
间，也许就是挽救了他的生
命。为生命保驾护航，是我们
交警的责任和使命。”李斌告诉
记者。

男童突发昏厥
警医联手助脱险

尊敬的电力用户：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

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7〕1895号）、《浙江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
（浙价资〔2017〕200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电网和转供电环
节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18〕787号）文件要求，供电部门
正在组织清退已收取的临时接电费，请未办理清退手续的客户（包括已收
取但未到合同约定退还时间的临时接电费），于2018年8月20日前持原缴
费凭证（收据）原件及银行账号等相关材料到所在地供电营业厅办理退费
手续。详询当地营业厅。

序号 营业厅名称 对外服务电话 营业时间
1 国网临海供电营业厅 85111236 8:30－16:30

无周休日，法定节假日休息

序号 营业厅名称 对外服务电话 营业时间
2 国网桃渚供电营业厅 85785744 8:30－11:30

12:30-16:30
周休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

3 国网括苍供电营业厅 85860218
4 国网江南供电营业厅 85317508
5 国网沿江供电营业厅 85691010
6 国网白水洋供电营业厅 85883170
7 国网涌泉供电营业厅 85681288
8 国网杜桥供电营业厅 85661104
9 国网大田供电营业厅 85998767
10 国网小芝供电营业厅 85710979
11 国网上盘供电营业厅 85753457
特此公告

国网浙江临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8年8月8日

关于临时接电费退费的公告

本报讯 （记者朱婷）“阿姨要
去二楼吗？我来帮您推轮椅吧！”

“您看病吗？请到这边的自助服务
区挂号，我来帮您。”……连日来，
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的门诊大厅
里活跃着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身
影。他们热情主动地帮患者引路
答疑、存放物品，搀扶行动不便的
病人去相关科室检查、治疗，受到
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这些“红马甲”来自该院的“学
雷锋服务岗”。为助力我市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营造创建浓厚氛围，

今年以来，我市各医疗单位广泛设
立学雷锋服务站点，常态化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市妇幼保健院发动
了全院党员与干部职工参与“学雷
锋服务岗”建设，每天安排一名党
员与二三名志愿者轮值，为市民提
供细致贴心的医疗服务。

“小同志，我家宝宝要换尿片
了，可我出门时没带，请问你们医
院里有备用的吗？”在门诊大厅，市
民徐女士为难地向一名志愿者求
助。“有的，请跟我来。”志愿者将徐
女士带进二楼的哺乳室，这个约10
平方米的房间整洁温馨，尿片、湿
巾、摇篮等母婴用品一应俱全，还
挂着一片隔断帘，方便新妈妈们哺
乳。给自家宝宝换洗完毕后，徐女
士连连称赞哺乳室的设置为她们
提供了便利。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朱倩告
诉记者：“自去年 12 月新院区启
用，哺乳室便投入使用。为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今年医院对哺乳室的
功能和设备进行优化升级，更换了
墙纸、墙贴，配备了更舒适的沙发
桌椅，24小时供应热水，让前来就
医的宝宝和妈妈们感受到医院更
贴心的服务。”

今年，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市卫计局进一
步优化环境，规范医疗志愿服务，

“学雷锋服务岗”和哺乳室就是两
个实在的工作剪影。

加强城市卫生管理是建设文
明城市的前提，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首先要抓好国家卫生城市的复
审。市卫计局结合实际，不断健全
病媒生物防治工作长效管理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扎实开展防治知识
宣传，今年我市已顺利通过省级病
媒生物防治考核验收。同时严抓

“五小行业”整治，以卫生监督所和
各类医疗机构的专职人员为骨干，
对“五小行业”进行全方位、地毯式
的排查和治理。

为了让群众既能看好病，又
能在一个文明有礼的窗口接受优
质医疗服务，市卫计局不断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医疗服
务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确保群
众只需跑一次、跑出新感受。“卫
计部门是文明城市创建的主力
军，在服务、卫生等各个关键环
节都要一件件、一项项抓好任务
落实，力争让每一个医疗窗口都
成为城市的‘文明之眼’。”市卫计
局局长王荣杰说。

让每个医疗窗口都成为城市“文明之眼”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我家
就住旁边，每天回家都要经过这处
马路市场，汽车根本不能开，只能
绕旁边的大路回家。”近日，不少市
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自家附近的
继光街常年被小摊贩占道经营，影
响市容市貌不说还堵塞交通，希望
有关部门能加强管理。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继光
街的马路市场。虽然不到 7 点，
街上却已挤满了前来买菜的市
民。在四五米宽的道路上，摊贩
随意占据路面，有的将蔬菜堆放
在他人店铺前售卖，有的将摊位
摆在两边的路面上，仅剩一条狭
窄的过道，勉强可以让两辆电动
车缓慢通行。

正在街边买菜的市民告诉记
者：“这条是老路，比较狭窄，买菜
时人挤来挤去的，挺不方便。”正说

着，不远处的两辆电动车由于道路
拥挤而撞到一起，放在车上刚买的
蔬菜也掉了一地。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贩卖海
鲜的摊主卖完盆里的海鲜后，随手
将脏水倒在路面上，部分道路污水
横流，给市民通行造成不便。一位
海鲜摊主向记者表示：“这边有下
水洞，污水会自己流走的。”

现场，摊贩们还随地乱扔烂
菜叶、大声喧哗，让附近居民不
胜其扰。一居民告诉记者，虽然

也有管理人员，但那些乡下的老
人没地方卖菜，便赶在五六点管
理人员还没上班时贩卖，卖一会
便回去了，因此管理起来也比较
困难。有市民建议，马路市场的
形成存在客观原因，市民和自销
农户都有现实需求，主管部门在
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顺势引导，
疏堵结合，加快自产自销点的建
设，让自销农户有规范的销售场
所，只有解决根本问题，才能还
城市整洁有序。

马路市场隐患多 市民期待破难题

本报讯 （记者谢希 通
讯员范水女）“为救人的市民点
赞”“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
屠”……昨日，灵湖公园路人齐
救跳湖轻生女子一事在网上引
起热议，许多网友对路人出手
相救之举纷纷点赞。

8月8日早上7时10分，大
洋派出所民警蒋喜剑和辅警王
剑接到报警：有人在灵湖公园
跳湖。民警赶到现场时，落水
女子已经被救上岸了，救人的
几名男子正在拧衣服，地上一
摊的水。随后，民警将女子送
往市一医院，其间女子喊肚子
饿，民警还给她买了早餐，并通
知了她母亲。据民警介绍，被
救女子今年40多岁，本地人，
患有耳疾。至于为何轻生，女
子未有透露。由于路人出手及
时，该女子经检查身体并无大
碍，就被家人带回去了。

记者了解到，当时参与救
援的共有4名路人，他们互不
相识，但第一时间做出了同样
的举动：救人。

救人者陈明超来自四川，
在临海工作，每天都有早锻炼
的习惯。事发时，他正在灵湖
公园飞机模型附近，听到水中
有响声，“起初以为是鱼，跑过
去一看，不对劲，是个人。”于是
想也没想，脱下裤子就跳进水
中，朝女子游过去。“和我一起
下水的还有一个人，岸边有人
把我们拉上去。”陈明超说，自
己会游泳，救人是应该的，换作
其他人也会去救的，只是自己
刚好碰到了。

五旬年纪的本地人胡明标
也参与了救人，他当时看到女
子在水中挣扎：“人都还在动，
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换作谁
都不会这样的！”

女子跳湖欲轻生
路人出手齐相救

（上接第1版）
兵之贵合，势如破竹。5月17

日，随着轰隆隆的机器声，大洋街
道桑园村下洋周自然村内最后一
座房屋被推倒，拖了5年之久的台
州医院新院区拆迁工作全面完
成。7月28日，括苍镇会同市铁路
办，对影响金台铁路建设的山门农
家乐4200平方米违法建筑进行拆
除。2天之后，永丰镇杨杜村最后1
户签订拆迁协议并拆除。

项目建设，要素保障是关键，发展
环境是核心。开展“项目保障清障护
航”行动，完成供地2459亩，消化批而
未供土地1024亩，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1446亩，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504亩；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832.33
亿元，较年初新增67.66亿元，同比增
长13.51%，增量居台州第二，增速居

第三；打击村梗地霸4伙，刑拘37人，
起诉29人。

没有审批提速，就没有项目加
速。开展“项目审批限时办结”行
动，深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和

“受办”分离改革，建立企业投资项
目代办员队伍，实现经济开发区、
特色小镇能评、环评和区域评价全
覆盖，确保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全流
程审批“最多26天”。推进“标准
地+承诺制”改革，6月21日，沿江镇
桩头村一块62.68亩土地在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这
是我市第一块“标准地”。

争分夺秒 快马加鞭
抓项目，关键在干部，重点在

落实。

每两个月一次的现场会，是对
项目建设工作和干部精神状态的
一次集中检验。今年一改以往只
有经验介绍的做法，增加了表态发
言的内容。对比之下方知差距，反
思过后才能加压，“等不起、慢不
得、坐不住”已然成为常态。

如何更快更有效地推动工作
落实？打开“临海OA”手机APP，
点击“双百”图标，各个项目进度一
目了然。“市领导、市级部门和镇
（街道）主要负责人可通过手机查
询领衔项目的进展情况。”市“双
百”办专职副主任李肖尉介绍说，
对进度滞后的，分别给予“黄、橙、
红”三色预警，并发送短信提醒，督
促抓好落实。

多管齐下，出击才更有力。“今
天，沿江镇马头山村腾空5户，新增

协议签订2户……”在“督查双百”
钉钉工作群，重点指标、重点项目、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被通
报。紧随其后的，是“督查之声”

“双百之声”一句话点评，文字虽
短，但字字诛心，一针见血。

用好考核“指挥棒”，才能高扬
干事“风向标”。出台镇（街道）重
点工作奖励考核办法，重点工作完
成情况与镇（街道）财政运行经费
直接挂钩。领办项目的市级部门
实行“一岗双责”，与镇（街道）捆绑
考核。

人人抓项目，人人跑项目。如
今，一波接一波的项目建设热潮，
涌动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强劲
动力。

（朱忠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