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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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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渐止转阴到多云。 16～22℃

11月9日：晴到多云。 10～20℃

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进行时

崇和电影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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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杀·幻》：本片出品人由联

合出品《泰囧》的台州电影人于宇昂
担任。故事是这样的：两件神秘锦
囊，带出充斥着主忠反内"英雄门"
传承的惊人秘密。而当揭开这些表
象时，另一个关于深爱与成全的纠
结故事开始展露它的真实面目。

《双十一脱单记》：爱情是人类永恒
的主题，什么是真爱，如何才能找到
真爱，成为每一个单身青年永远探
索和思考的话题。恰逢双十一，天
人两界单身男女，为了寻找真爱，使
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喜乐收场。

《毒液：致命守护者》：—记者艾
迪·布洛克在调查生命基金会的最
新科学实验过程中，他受到不明外
星物质共生体的入侵与控制，历经
挣扎成为亦正亦邪的超级英雄“毒
液”，开启以暴制暴的守护篇章。

《飓风奇劫》 美 动作/犯罪/灾难 11月2日
《冰封侠：时空行者》国/港 动作/奇幻/剧情 11月2日
《毒液：致命守护者》美 动作/科幻/惊悚 11月9日
《你好，之华》 国 剧情/爱情 11月9日
《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日 动画/悬疑 11月9日
《三国杀•幻》 国 动作/爱情/奇幻 11月9日
《破梦游戏》 国 动作/冒险/青春 11月9日
《我的冤家是条狗》英 喜剧/家庭 11月9日
《双十一脱单记》 国 爱情/喜剧 11月9日
《恐龙王》 国 喜剧/动画/冒险 11月10日

临海市城市管理局拟向临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申请注
销登记。

特此公告
临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8年11月6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在临海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行为或
目前尚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法
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另有规定的除
外）。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
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
选人。竞得入选人须5个工作日内，
到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利用科接受资格
审查，通过资格审查后即视为成交，须
当场与出让人签订《网上交易成交确
认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非临海工业企业须在1个月内
在临海市内注册成立新公司，并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
协议》。

竞得人在竞得土地后1个月内，
必须与河头镇人民政府签订《临海市
工业项目“标准地”用地履约协议》，方
可到国土部门及公证处办理《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关手续。
若竞得人逾期签订《临海市工业项目

“标准地”用地履约协议》的，则视为违
约，无权要求退还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
效的数字证书（CA认证），登录浙江省

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
zjgtjy.cn/GTJY_ZJ/），填报相关信息，
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
加该地块的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办理数字证书请参阅“浙江省土
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使用帮
助/常见问题”，服务电话：400-0878-
198；受理单位：杭州天谷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3号天堂软件园E幢9层。

五、出让时间安排
（一）公告时间：2018年11月7日

至2018年11月26日
（二）报名时间：2018年 11月 27

日9:00时至2018年12月6日15:00时
（竞买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2018年
12月6日15:00时）

（三）挂牌时间：挂牌起始时间为
2018年 11月 27日 9:00时，挂牌截止
时间：2018年12月7日9:00时。

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银行系统
记录到账时间为准，其余均以浙江省
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
为准。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请参阅
挂牌出让文件。有关挂牌出让文件资
料，竞买人可以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
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cn/

GTJY_ZJ/），浏览或下载网上挂牌出
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网上竞买。

六、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在挂牌活动结束5个工作日内退还，
不计付利息。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签订后
转作受让地块的定金。

竞得人须于2019年1月7日前到
临海市国土资源局三楼财务室（316
室尹女士:0576-85226739）开具财政
缴款书向财政专户缴纳余额出让金及
地上建（构）筑物处置价款。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公告同时在临海市国土资

源 局 网 站（www.linhai.gov.cn）上 公
布。

（二）咨询电话：
1.实地踏勘联系人：徐先生（电

话：0576-85888078）
2.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利用科：

0576- 85112056、0576- 85112057、
0576-85112058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 8:00 至
11:30，下午14:00至17:00

特此公告
临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1月7日

经临海市人民政府批准，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河头镇一
幅国有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工业“标准地”）。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临海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临土告字[2018]034号

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 

积(㎡) 

土地 

用途 
建筑 

密度 
容积率 绿地率 

出让

年限

(年) 

挂牌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

金(万元) 

33108210

5262101 

河头镇百步
村、17-7出

让地块 

1176 
一类
工业

用地     

≤50% 0.80-1.50  10% 
50

年 
50 25 

1.建设项目规划条件和“标准地”其他相关要求:详见临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的临建规设函[2018]03号、

《临海市工业项目“标准地”用地履约协议》。 

2.准入产业：纺织业制造(无染整(印染)工段的编织物及其制品制造)。 

3.土地开发条件：本宗地涉及国有资产地上建（构）筑物处置，竞得者须另行支付地上建（构）筑物处置价款

50.0189万元。 

�

遗失声明
●卢丽君遗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8月2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1082MA29YAJW4W，浙销
10822017000950，声明作废。

●临海市人民法院遗失浙江省法院诉讼费专用票据（预收）1张，票
据代码：14101，票据号码：1701022190，声明作废。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近日，
记者走进涌泉镇三村村与前坊村
交界处的老电影院区块，只见工人
们忙着整理村民房前屋后乱堆放
的杂物，拖拉机将一车车垃圾清运
出去。与此同时，村里的危房危墙
正在大型机械的轰鸣声中轰然倒
下，扬起一阵尘烟。

当天该镇组织机关干部、网格

员和村“两委”干部300余人，调来5
辆挖掘机、9辆拖拉机和三轮车，对
镇区三村、西翁、前坊等6个村的背
街小巷、破旧危房进行综合整治，
打通交通堵点，清理老旧房子，治
理老百姓乱占乱种的地方，可谓声
势浩大，掀起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的新高潮。

村民孙朝华当天采收橘子回来

后也帮着一起清理杂物，他告诉记
者：“镇里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将大
家的柴火移进屋里，砍掉占道的树，
拆了乱搭的棚，挪了乱摆的鸡笼，刚
开始时，我们还都想不通，觉得不习
惯。等地整平了，房子弄清爽了，才
知道这样有序、整洁的日子过着舒
服，平时停车也方便多了。”

涌泉镇柑橘种植面积占全市的
四分之一，是远近闻名的橘乡。随着
知名度的提升，当地旅游业日益升
温，整治镇域环境，提升橘乡“颜值”，
势在必行。该镇以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为契机，全镇动员、全民参与、对
标施策，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加大工
作力度，推进柑橘文化主题公园建
设、立面改造、老街整治、集贸市场
提升、低洼路破损路整治等，共同
打造“恬蜜小镇，幸福涌泉”。

走在涌泉镇街上，每家店铺的
招牌规格统一，色彩一致，看上去
整洁有序，时尚大方。“原先我们的
店铺门面五花八门，看上去很乱。
现在镇里进行了统一建设，这档次
一下子提高了，我们看着都觉得舒
心。”在灵泉街开杂货店的一名店
主告诉记者。

街面是一个镇的门面，该镇投资
800多万元，统一店面招牌，整治“赤
膊墙”，改造提升人行道，不仅让街道
变得更有序洁净，同时优化了村民们
的出行环境，平整的人行道走着也舒

坦多了。截至目前，该镇统一店招项
目完成工程量的90%，人行道改造基
本完工，主次街道两侧“赤膊墙”整治
基本完工，整治有效提升了集镇品
质，改善了集镇面貌。

在环境综合整治路上，该镇全
力以赴，步履稳健有力不停歇。记
者了解到，今年该镇共安排了涉及
环境综合整治的14个子项目，总投
资约2930万元，目前已投资2250
万元：三线入地项目分两期工程，
现已经基本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线
路切割与梳理；镇区交通设施提升
工程停车位划线和公共停车场已
经基本完成，其余正在紧张施工
中；滨江公园景观提升工程已完成
80%，镇区河道景观提升工程已完
成70%，农贸市场改造工程已初步
完工，特色风貌打造等其他子项目
也在有序推进中。

如今，走在涌泉镇街头，一个个
脏乱的死角地块被整顿清理，一片
片危旧房屋被拆除抚平，一条条街
道整洁有序地延伸向远方，橘乡的
风景变得越来越曼妙美丽。“接下来，
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参
与度，让环境整治在村民中入脑入
心；建立长效机制，以制度带动整治
常态化，努力打赢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攻坚战，打造宜居宜业新涌泉，
为建设活力品质幸福临海贡献力
量。”该镇镇长周能告诉记者。

涌泉镇

环境整治不停歇 打造橘乡高颜值

日前，小芝派出所在小芝中心
幼儿园开展“女童保护”儿童防性
侵宣传活动，邀请专业讲师发放宣
传资料，采取PPT文稿和现场互动
式的教学方式，增强未成年人安全
意识，提高孩子们的自我防护能
力，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

张刚英 高再娇摄

图为工人们正在整理村民房前屋后乱堆放的杂物。 孙海康摄

(上接第1版)
一年来，我们加速全业务发

展，不断拓展渠道增效益。首建临
海市政务公开电视平台，用户不出
门便可知本地信息；在全省首开广
电系统第一家京东小店。我们积
极参与全市信息化工程建设，承建
雪亮工程，头门港区天网工程等重
大项目，从此，白天黑夜连轴转，加
班加点成常态，为智慧临海建设贡
献力量。我们开展岗位大练兵，技
术大比武，营造爱岗敬业、比学赶
超的工作氛围，我们更以贴心、周

到的服务赢得用户的赞许，让党的
声音及时传遍千家万户。生存、发
展、壮大，这是我们必然要走的道
路，也是我们终会到达的远方。

一年来，我们心中有理想，肩上
有担当，脚下有力量。从每周晨会
的总结点评到非编机房的灯火通
明，从推广路上的风雨无阻到雷电
过后的紧急抢修，从保障部门的默
默服务到后勤食堂的锅碗瓢盆。挥
洒汗水，收获荣耀，今天，借第19个
记者节来临之际，让我们为自己喝
彩：我们，会变得更好、更强！

心中有理想
肩上有担当

（上接第1版）

“她的努力与执着
让我对她刮目相看！”
每名老师都有自己不同的教

授方式。“因为人物通讯采访的环
境比较简单，且需要一对一、全方
面地交流，这对于新记者来说，是
一道很好的训练题。”因此，李欣选
择了让初入门的金晓欣从独立采
写人物通讯开始。恰逢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记忆人物系列报道采写
之际，金晓欣接到了采访全国旅游
系统劳动模范的任务。

“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大主题
的通讯，当时心里很慌，但又一想，
只要按照老师说的方法去做，采访
方式都是互通的。”于是，采访前一
天，她去网上浏览了相关信息，构
思了一个写作框架，列好了采写提
纲，做足了采访准备，但采访当天
却偏偏遇到了“不测”。原来，采访
对象前几日刚接受过一次采访，面
对多番重复的问答，她略显不耐
烦。“若是在以前，我断然不会热脸
去贴冷屁股，但这次不一样，我耐
下了性子，按照原计划一点一点地
往下问，算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吧。”
金晓欣说。

“她有奋斗的激情，她的努力
与执着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李欣
说。不负所望，这篇经三天两夜奋
战而成，标题为《触目所及皆是

“景”》的人物通讯一出炉便得到了
同事们的高度评价，一个新人也由
此赢得了大家的关注。

“她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不
喜欢拖，当天采访的内容，不管是
不是新闻，她都会第一时间写好，
这点让我很敬佩。”“两个月吧，她
就能够从完全不会写，变成几乎不
用改。”而对于老师的夸奖，金晓欣
笑称，自己有强迫症，一旦任务上
身，不把它完成便浑身不自在，完
成一篇见报一篇，便是对她最好的
肯定与嘉奖。

亦师亦友
在不断切磋中成长
9月中旬，值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之际，接到主题报道任
务的李欣带上金晓欣着手采访。

“我会找几个点，安排她与我分头
采访，采访结束后将采访内容进行
汇总、提炼。”在李欣的眼里，此刻
的金晓欣已然能够独当一面，成为
了自己的得力助手，更难能可贵的

是，两人能够劲往一处使，合力去
写好一篇报道。

写完文章，需要重新理一理标
题，此时，李欣想到了《崇德向善，
锤炼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这个
标题，又想着用“标刻”来替代“锤
炼”，琢磨不定便想到了金晓欣。

“在吗？你觉得标题是用‘锤
炼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好，还是

‘标刻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好？”
“锤炼吧，我觉得‘锤炼’两字能展
现文明城市蜕变的一种积累的过
程，更为生动。”“嗯，你说的很有道
理！”…… 如此推敲，在两人相处
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很多。两人亦
师亦友，在不断切磋、不断推敲中
共同进步。

新闻人需要“工匠精神”，要把
新闻作为一门“手艺活”，而“手艺
活”则离不开师徒间的传授，离不
开这看似传统的“传帮带”。在报
刊中心，像李欣与金晓欣的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除了一对一的结
对帮带，报刊中心还通过全员新闻
采访实操、新人专题培训等形式，
促进新记者的快速成长。今年3
月份，市新闻传媒集团开始长达半
年的“乡村振兴百村行”大型新闻
行动，报刊中心每个老记者下村
时，都会带着一帮新记者，在实践
中手把手地教会他们采访的技
巧。采访结束后，老记者会召集所
有参与人员，对他们各自的习作进
行点评，同时用自己的作品进行示
范教学。报刊中心还会定期梳理
新记者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门召开
培训学习会，及时加以解决。多管
齐下，成效显著。比如新记者丁卉
灵原是以美术编辑的身份进入报
刊中心，经过短短一年多的历练，
现在采得了鲜活的消息，写得了有
深度的新闻调查，连一开始完全云
里雾里的新闻评论，写起来也得心
应手。她说：“报刊中心的很多老
师都无私地帮助过我，我们是一个
温暖而向上的集体。”

一个专版策划，新老记者组团
前往共同采访；一篇主题报道，新
老记者双剑合璧一起打磨；一则民
生突发事件，新老记者一人赶往一
线，一人联系相关部门，精准、快速
地推出第一手新闻……一张张报
纸，都凝结着市新闻传媒集团报刊
中心记者们的“工匠精神”，新闻这
门“手艺活”，他们会一直传承下
去。

传承“匠人心”
做好“传帮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