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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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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空气质量可以接受，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
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PM2.5。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晴到多云。 9～20℃

11月29日：晴到多云。 8～21℃

◆有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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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小猪之勇闯神秘岛》脱胎于

传统童话故事，本次改编动画电影以崭
新萌态登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
神秘岛，那里奇幻神秘，突如其来的假
期让古灵精怪的小猪皮皮和俏皮可爱
的小猪娜娜与呆萌囧笨的小狗酥皮，三
个小伙伴踏上了神秘岛奇妙之旅……
憨萌的小猪们会遭遇怎样惊险刺激的
危险呢？又将如何凭借勇气和智慧，化
解重重危机呢？冒险就此展开……

《冒牌搭档》：一帮穷困潦倒的黄金
配角迫于现实的无奈，不得不找来快餐
外卖员冒充大牌明星而闹出的一部酸
喜剧。

电影《在天堂等我》，讲述下乡返城
小伙子王小土与美丽的小镇教师欧海
恋的纯真恋情，随着唐山大地震袭来，
生离死别之际真爱化为永恒的故事。

《生活万岁》 国 纪录片 11月27日
《摘金奇缘》 美 喜剧/爱情 11月30日
《老爸102岁》 印 喜剧/家庭 11月30日
《亡命救赎》 法 动作/犯罪 11月30日
《冒牌搭档》 国 喜剧 11月30日
《铁甲战神》 南非/英 动作/战争/科幻 11月30日
《二十岁》 国 爱情/喜剧 11月30日
《在天堂等我》 国 爱情/灾难 11月30日
《一百年很长吗》 国 纪录片 12月1日
《两只小猪之勇闯神秘岛》国 儿童/动画/冒险 12月1日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民情直通车◆

●为保证镇辖区内的消防安全，连日来，河头镇专职消防队队员
走上街头，对辖区内消火栓进行逐一排查，确保消火栓完整好用，发
挥好火场供水保障作用。 （应琪瑶）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因线路
施工停电，以下线路需配合停电：

一、12月7日
1.停电线路：10kV云府934线
停电时间：8:00—12:3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古城街道：崇和路、谢鲁王
路、巾楼巷、蓝天路、鹿城路、人
民路、塘岸巷、桃李巷、新江路、

新巷、临海市古城街道办事处东
湖村村民委员会、浙江春雨置业
有限公司、浙江银通房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崇和路证券营业部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
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8年11月26日

停 电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11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
日”。为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和《妇女权益保
障法》，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知
晓率，日前，河头镇妇联联合镇团
委、镇综治办在镇前小广场开展了
以“拒绝家庭暴力、共创平安家庭”
为主题的11·25“国际消除对妇女

的暴力日”宣传活动。
活动吸引众多妇女前来咨询，

现场工作人员发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手册和倡议书等
800余份，向群众详细讲解什么是
家庭暴力、遭受家庭暴力如何求助
等相关知识，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
有关涉及家庭暴力、婚姻纠纷等问
题，并对如何加强夫妻沟通、改善

婚姻家庭关系等提出意见和建
议。耐心细致的讲解赢得广大妇
女的点赞，周大姐咨询现场工作人
员后说道：“原来家庭暴力不只是
身体暴力，还有精神暴力。如果遭
受家暴，我们要勇敢地用法律武器
保护自己。”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妇
女同胞能够提高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的认识，树立自
尊自立自强的法制意识，从而进一
步提高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意识和能力。如果遇到家庭暴力，
广大妇女可以拨打 12338 维权热
线，严重时要拨打110报警，还可以
向村（居）委会、派出所、司法所和
妇女维权机构报告、投诉，寻求支
持。”河头镇妇联主席黄慧珍说。

家暴零容忍 维权有途径
河头镇开展“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11月
24日，在市小动物保护中心主办的
第九届临海宠物领养日活动现场，
15只流浪小动物被爱心人士领养，
找到了新家。

“用领养代替购买”“请给我们

一个温暖的家”……一条
条活动标语和粉色的背
景墙让现场变得温馨。
据介绍，这些流浪在街
头的小动物们，不少是

因疾病被抛弃或意外走失，被爱
心人士救助收容后，经过义工养
护、救助以及治疗后才慢慢恢复
的。记者注意到，在现场有一些
爱心人士对看中的小动物爱不释

手，当即申请领养。
市民朱先生一家就是特地赶

来：“女儿一直很喜欢猫，这次，我
们赶来顺利地领养了一只小猫，圆
了女儿一个梦，为街头浪流的小猫
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这是很有意
义的一件事。”

这也正是此次活动的目的所
在，市小动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过领养日活动，我们

让被救助的小动物进入家庭，同
时也向更多的人宣传领养代替
购买、关注流浪动物、养宠物终
身负责、适龄绝育等公益理念。
这样的领养日活动，我们已经举
办了多次。现在，我们的救助队
伍在不断壮大，接下来，我们还
将力所能及地救助更多的流浪
小动物。”

爱心领养让流浪动物有个家

●日前，椒江区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携浙椒渔运88227的
两位船东给我市海洋与渔业局送来了锦旗，以此向13日晚上救助醉
酒落水船员的2位执法人员表达感谢，并就渔船安全管理问题进行
座谈交流。 （金晓欣 韩琦乐）

日前，在河头镇“拒绝家庭暴
力、共创平安家庭”宣传活动中，一
名妇女反映被丈夫家暴多年。得
知该情况，河头镇妇联迅速联系相
关部门，及时介入干预，确保家暴
不再发生。此次事件中，这名妇女
面对家暴勇敢说“不”，相关部门及
时处置，值得称赞。

每年11月25日是联合国确立

的“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也
被称作“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根
据 2016 年全国妇联针对已婚夫妇
的一项调查显示，30%的已婚妇女
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家暴，平均每
7.4秒就有一位中国女性遭受家暴，
有言语辱骂、身体暴力、烟头烫伤、
皮鞭抽打、菜刀恐吓等形式；而且，
40%的女性杀人案件和家暴有关，
每年约有9.4万名妇女因不堪家暴
自杀。

家暴隐痛已经绝非私事，但
是，受“家丑不可外扬”旧观念的影

响，家暴行为大都是关起门来实施
的，比较隐蔽，也被称为“静悄悄的
犯罪”“门后面的犯罪”；大多女性
在经历家暴后，往往都会选择隐忍
和沉默，不能及时得到执法机关的
有效干预。

在家庭生活中，我们需要建立
平等和谐、相互关爱的氛围。虽然
造成家暴的缘由不一，但这种行为
让家庭成员在本该“最温暖的地
方”遭受到了“最不该有”的创伤。
记者认为，家暴侵害了受害者的人
格尊严和身心健康，给社会带来了

不稳定因素，不应该因为家庭成员
之间拥有的血缘和情感关系而被
遮蔽或者豁免。

面对家暴，受害者要敢于为自
己“发声”，勇敢地说“不”。各级各部
门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宣传，引
导社会各界认识家暴的危害，对施
暴者形成一致声讨的高压态势。执
法部门更要及时有效地介入家暴案
件，对施暴者予以有力的制裁。只
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为家暴受
害者撑起一片蓝天，增加她们对家
暴说“不”的勇气和底气。

勇敢对家暴说“不”
□陈胡萍

本报讯 （记者胡燕云）一树
红杉，擎空拔地，牛头山库区红杉
湿地在本月底基本红透，壮观美
丽。今年9月底至今，市红杉湿地
保护和管理办公室、市农业林业
局、市环境保护局等多部门联合，
多项措施并举，禁止游客进入牛头
山库区红杉林。目前，红杉湿地生
态正逐步恢复。

“9月底开始，我们逐步关闭了
红杉林的5处进口，在下蒋路口、
桐坑到杨岙的山路口安装了铁丝
网护栏，安排专门的人员看守，并
且设立了宣传警示牌。”市农业林
业局工作人员戴建亮说道。与此
同时，东塍镇、小芝镇设立5个卡
点阻拦旅游大巴车，禁止游客进入
湿地。

2013年开始，牛头山库区红
杉湿地被网络捧红，吸引大量游客
前来观赏。戴建亮向记者介绍道：

“以前，每年的这个时节，这里都是
人，尤其是周末和节假日。去年11

月到今年1月游客流量近30万人
次，平均每天500至1000人次，单
日最高人流量3.5万人次。”

人山人海的游客进来参观，踩
坏了地上植被，制造了生活垃圾，
破坏了湿地生态。“游客多了，道路
拥挤，人们踩踏地上的植被，八岭
这一片都被踩秃了。”戴建亮指着
地上的绿色植被说，“牛头山库区
红杉湿地属县级饮用水一级保护
区，游客的到来势必产生生活垃
圾，从而影响水质。”

禁止游客进入后，湿地逐步
变回往日的模样。记者看到，部
分游步道被撤掉，植被恢复生
长，树林之间没有任何垃圾。“根
据生态环境部、水利部联合开展
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
专项行动要求，为了更好地保护
牛头山库区水质安全和红杉湿地
生态保护，我们会持续加大管理
措施，禁止游客进入红杉湿地旅
游。”戴建亮表示。

多部门齐抓共管
红杉湿地生态逐步恢复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这里
是配菜间，我们每天都会做好果蔬
的日期记录，确保新鲜安全。厨房
这边的消防措施也按照要求已经
配备完善……”在白水洋镇汐汐学
生托管服务部的后勤部，负责人张
娇娇正向现场的十来名同行介
绍相关情况。在经过系列规范整
改后，近日，汐汐学生托管服务部
获批白水洋镇首张托管机构营业
执照，吸引了该镇一大批教育培训
机构、托管机构纷纷前来学习整改
经验。

“接到整改通知的时候一头雾

水，不知从何下手。听说这里通过
了整改验收，所以我今天特意赶过
来学习，也争取早点拿证。”亮晶晶
辅导班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白水洋镇留守儿
童人数较多，因此校外培训机构、
托管机构基数大，基础设施参差不
齐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管理顽
疾。借助我市校外培训机构、托管
机构集中整治月这个契机，该镇抓
质量，抢速度，及时召开相关工作
推进会，对全镇160多家培训机构、
托管机构负责人进行相关培训；镇
领导班子带队，分成26组开展拉网
式排摸。

同时，该镇协同作战，整治
从严，查处存在安全隐患的培训
机构 19 家，停业整改 6 家，限期

整 改 13 家 ；查 处 托 管 机 构 130
家，停业整改 11 家，限期整改
119 家。整改期间不放松，开展

“7+2”“白+黑”工作模式，主动上
门服务，为相关整改机构提供全
方位指导意见；建立培训机构办
证服务群，白水洋消防工作站和
市市场监管局白水洋分局工作
人员随时解答各类问题，帮经营
户排忧解难，加快整治步伐，缩
短办证时间。

张娇娇告诉记者，他们从开始
整改到拿证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在这期间，镇相关工作人员多次上
门提供指导帮助，高效率的同时也
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最多跑一次”
带来的便利。今后，他们还将继续
严格要求自己，定时开展自查整

改，让经营更规范。
“全镇首张托管机构营业执

照的获批填补了我镇在该领域的
空白，同时我们也以执照持有机
构为整治蓝本，树立典型，以点带
面，为学生营造安全舒适的学习、
生活环境，也让外出的家长没有
后顾之忧。”白水洋镇党委委员汪
贵说。

截至日前，白水洋镇160多家
培训机构、托管机构基本完成消防
整改，食品经营许可证也在办理
中，3家机构获批托管机构营业执
照。下阶段，该镇还将继续加强整
治力度，排查上报“黑白名单”，要
求培训机构、托管机构在规定期限
内办理相关证照，合法办学，否则
予以关停。

消防整改更到位 经营管理更规范

白水洋镇首张托管机构营业执照获批

11月25日，全市第32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在回浦中学举
行。据悉，该项赛事已成为我市
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青少年科技
活动之一，是科技教育成果展示
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大赛为参
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最多的一次，
共收到发明类项目 83 项、论文类
64篇、科技实践活动38个、科幻画
852幅。 谢 希摄

自11月14日开始，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的自助签注机再升级，
实现支付宝支付，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办理出入境手续。近年来，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大队以“科技+服务”为宗旨，通过线上支付的逐步实现，不仅
满足了让广大群众“只跑一次”，更要让群众“开心跑一次”。 朱 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