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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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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有小雨。 11～15℃

12月7日：阴有小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 8～12℃

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进行时

崇和电影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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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宁镇》：宁夏南部的西海固
地区十年九旱，苦瘠甲天下。在
贫穷的重压之下，那里的人们生
活没有尊严，更没有盼头。1997
年，闽宁村的建立，揭开了闽宁协
作的序幕，也悄然改变着一群人的
命运。青年农民二黑奔着村长口中
许愿的黄河水，带领一群乡亲，走
出西海固，来到了贺兰山下的闽宁
村。住地窝子，背水，盖房，开
荒，在改变命运的实干和苦干中，
二黑等移民和宁夏当地的扶贫干部
以及福建援宁干部团结一心，肝
胆相照，患难与共，在荒原上建
起家园，把干沙滩变成金沙滩，
20 年间，奇迹般的建起了今日的
闽宁镇。

《大烟炮！一千八！》 国剧情/爱情 12月4日
《同名男子》 国剧情/犯罪/悬疑 12月4日
《闽宁镇》 国剧情 12月6日
《狗十三》 国剧情/家庭/青春 12月7日
《海王》 美动作/奇幻/冒险 12月7日
《冥王星时刻》 国剧情 12月7日
《惊涛飓浪》 美爱情/灾难/冒险 12月7日
《进击的男孩》 国喜剧/爱情 12月7日
《爱不可及》 国爱情/悬疑 12月7日
《三只小猪2》 国动画 12月8日

◆民情直通车◆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或登录新浪微博@中国临
海新闻网。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要求，按照台州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印发台州市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销号工作办法的通知》（〔2018〕25
号）的相关规定，现对临海市已完成整改的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海水养殖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公示。具体情况如下表：

临海市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二十五）整改销号情况公示

公示时间：2018年11月30日至
2018年12月6日。

公示举报受理部门：临海市海
洋与渔业局

联系电话：0576- 85389911；
0576-85389925

联系地址：临海市东方大道
219号

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2018年11月30日

反馈问题 
2016年，我市无证养殖面积1194.18公顷。 

整改目标 
根据市整改方案要求，必须在2018年5月底前完成超规划养殖清理整顿及无争议滩涂、浅海养殖证核发，在

2018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海水养殖的养殖证核发。 

整改措施 

一、2018年2月底前，出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完成无证养殖情况摸底清查和调查登记工作。 
二、2018年5月底前，完成全市超规划养殖清理整顿，及无争议滩涂、浅海养殖证核发。 

三、2018年12月底前，完成全市无争议海水养殖区域的依规持证工作。 
四、组织开展海水养殖管理执法大巡查，巩固超规划养殖整治成效。 

整改效果 

我市已按要求完成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工作，并于11月29日通过专家组验收。具体完成情况： 

一、已在 2018年 2月出台《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临海市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工作方案》；在去年 12月报市人

民政府批准发布《临海市养殖水域涂滩规划（2017-2030）》（以下简称《规划》）。 

二、摸清核准违规违法海水养殖底数，按照序时进度，全面完成违规养殖清理整治，共清理整治面积606.6003

公顷。 

三、按照《规划》发放海水养殖证，按照序时进度，全面完成海水养殖证核发，实行持证管理。截至今年 11
月，全市已核发养殖证30本，面积1243.022公顷，发证率达100%。 

四、出台《临海市推进海水养殖整改问题长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建立防止违规海水养殖回潮反弹制度。 

�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入冬
以来，不少应届毕业生陆续离开校
园，进入职场。就业是人生大事，
也是学校和老师的心头事。为更
好地帮助学生顺利就业，近日，台
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在校内开展专
场招聘会与校企合作研讨会。活
动当天，75家省内企业到场招聘，
提供外贸业务员、助理、英语日语
德语翻译、电子商务助理、教育培
训等岗位200多个，前来应聘的学
生350余人。

“在招聘会上我们可以获得更
多的就业信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融入社会参加工作。”该学院商务

英语专业的大四毕业生陈诗佳说。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学生

结伴而来，场面十分热闹。各企业
的招聘摊位前聚满了咨询、投简历
的学生。除了像陈诗佳一样的应
届生，还有一些在校生。该学院大
三学生薛深伟说，虽然离毕业还有
一年，但是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所
以自己和室友先过来熟悉熟悉，了
解一下公司招人的需求，好为明年
的就业探好路，提前做准备。

“我们不少同事就是从台州学
院毕业的，他们各方面都挺优秀。
今年我们跟外国语学院开展校企合
作，希望能挖掘更多的优秀人才到

我们企业工作。”来自义乌的浙江画
之都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人事经理
孔晴告诉记者，他们今天收获颇丰，
共收到60多位求职者的简历，达成
初步合作意向的就有10名。

在随后开展的校企合作研讨
会上，来自宁波、义乌等地的10家
企业代表和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负责人就就业市场现状与今后如
何培养高质量人才进行了交流与
探讨。

“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给企业
和求职者之间搭建平台，让即将走
上工作岗位的学生练练场，攒经
验，提前做好职业规划，以便日后

顺利就业。同时我们校方可以更
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在教学过程中
进行精细化培养，缩短岗位人才与
企业之间的磨合期，实现高位化就
业，适应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台
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金宏伟说。

据悉，接下来台州学院外国语
学院还将把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要
求植入到教学计划中，主动引进

“双师型”（既有企业工作经历，又
在高校任职）人才，让企业高管进
入学校教学，使人才培养符合企
业、社会的需求，为市场输送更多
的优质人才。

校企共搭“平台” 联动促进就业

●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看样子是从农村进城来的，走

到东湖小商品城这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时，绿灯还没亮，老太就急匆匆迈出
步子向前行。老汉一把拉住她的手，微怒着责备：“叫你跟着我走，怎么老
是不听？走得这么急，红灯还亮着，多危险。”说着，又拉紧了老伴的手，就
不再放开。都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而这位老汉，不仅牵着爱人的手
一起老去，更牵着她的手呵护一生。

（孙海康）

本报讯 （记者胡燕云）昨日，
记者在已进入建设尾声的防洪坝
文化长廊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
千余米长的文化长廊里进行文化
小品布展，208个展间，有的呈现
旅游景观，有的展示历史文化，
有的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的宣扬讲文明树新风……墙绘
和实景相得益彰，显示了我市文
明城市建设的成果，令人耳目一
新。

防洪坝文化长廊位于城市重
要节点的江滨路，西起城防楼，东
至人民路路口，总长1100米。这里
原本是一间间杂乱无章的店面，现
已被众多墙绘、实景取代，展示了
古今名人、民间艺术、民俗风情、风
味小吃、诗画临海等一个个主题内
容。墙绘和实景之间的公益广告，
则营造了传播社会正能量、创建文

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江滨路真是大变样啊，呈现

了我们临海这么丰富的文化内容，
展现了临海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大
家认识临海的又一个窗口。”来此
游玩的市民纷纷点赞。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在儿童互动区的滑梯、荡
桥、攀爬架等娱乐设施间玩耍嬉
戏。“为了保证儿童的人身安全，我
们选择较为安全的玩具摆放在这
里，并在下面铺了橡胶垫。”市市政
公用工程建设中心副主任卢跃波
说。

据介绍，防洪坝文化长廊布展
方案从初稿到定稿历时4个多月，
经过各部门专家的多轮评审把关，
9月底动工实施，现已完成95%的
工程量，还剩15间实景未布置，预
计本月中下旬完工。

“防洪坝文化长廊既是公共通
道，也是展示历史文化、传播文化
的窗口，随着工程逐渐完工，过来
游玩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希望市
民能文明观看，不破坏布展、不损
坏灯箱、不弄脏墙面，共同爱护文
化长廊。”卢跃波说。

防洪坝文化长廊建设进入尾声

为鼓励广大消防救援人员扎
根临海，努力工作，12 月 4 日下
午，市文明办、民政局、市民卡公
司及临海农商银行联合在市消防
大队举行“临海文明市民”称号授
予仪式暨“消防卫士贷”现场授信
仪式。仪式现场，相关部门负责
人为全体消防救援人员授予了

“临海文明市民”称号，送上了“临
海文明市民”专属市民卡，并为大
家提供“消防卫士贷”服务。

蒋超颖 周一乐摄

一、拟命名表彰临海市文明单位名单（共11个）
临海市红十字会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临海市实验幼儿园
临海农商银行银泰支行
临海农商银行城关支行
临海农商银行小芝支行
交通银行台州临海支行
临海市中医院
临海市桃渚中心卫生院
临海市卫生进修学校
浙东休闲家居城
二、拟命名表彰临海市文明街道（共2个）
大田街道、邵家渡街道
三、拟命名表彰临海市文明镇（共1个）
永丰镇
四、拟命名表彰的临海市文明村名单（共171个）
古城街道（5个）：古楼村、梅浦村、龙潭岙村、许墅村、伏龙村
大洋街道（5个）：开石村 、前江村、丁家洋村、双桥村、五峰村
大田街道（5个）：朝阳村、白筑村、下沙周村、下高村、下街头村
邵家渡街道（2个）：溪边村、下管村
杜桥镇（44个）：前王村、杜东村、知建村、应山塘村、东连村、岸头

村、横湖村、湖头村、蔡岙村、方田洋村、垦岙村、三房村、新湖村、小
田村、新潘村、横岸村、横岐村 、河东村、东葛村、戴家村、厂横村、四
份村、土城村、南山村、厉家村、后地村、卢家村、洪家村、东际村、下周
村、西坑村、马岙村、金溪村、周石岙村、璜溪村、城西村、后洋村、独木
堂村、杜前村、蟾洋村、横楼村 、岙底陈村、西外村、兰江塘村

白水洋镇（24个）：大港村、丁公园村、划溪口村、黄坦洋村、乐安
村、前塘村、三统村、西洋庄、白水洋村、保宁村、店前村、东山村、后谢
村、厚禄村、罗渡村、上峰村、上元地村 、双港村、斋坦村、上宅村、桃
源村、岩头新村、八村村、埠头村

东塍镇（8个）：格溪沈村、双宅村、西洋头村、绚珠村、呈岐村、后
杨村、麻山村、楼桥村

桃渚镇（19个）：双联村、盈峙村、永兴村、四联村、新桥村、石桌塘
村、武坑村、南港村、川下村、崴虎村、车头村、石柱下村、涧五村、下
石井村、红旗村、桃江村、小峙村、顺利村、珊瑚村

尤溪镇（3个）：上合村、沙衣辽村、哈龙岙村
沿江镇（9个）：水洋村、长甸三村、桩头村、下湾村 、下百岩村、兰

道村、南蒋村、清潭头村、外王村
小芝镇（6个）：小芝村、乌岩村、三保村、南丰村、罗上宅村、南洋村
上盘镇（11个）：磊石坑村、西洋坝村、如宝村、下灯村、甲石头村、

旧城村、横岐路村、水路张村、下畔村、下尤村、市头村
涌泉镇（3个）：塘头村、上周村、东林村
永丰镇（14个）：吴岸村、茶寮村、石鼓村、方家岙村、周沈村、下赵

村、南岸村、后郭村、上郭村、杨杜村、大洋村、下塘园村、沙头村、凤凰
桥村

括苍镇（8个）：陈应新村 、岭溪村 、山头许村、山头何村、大岙
村、繁荣村、旺人墩村、下井潭村

河头镇（5个）：姚宅村、殿前村、花塘村、下湾村、后田村
五、拟命名表彰的临海市文明社区名单（共16个）
古城街道（6个）：白云社区、花街社区、摆酒营社区、靖江社区 、

大柏叶社区、水云塘社区
大洋街道（6个）：洋头社区、庄头社区、灵湖社区、新桥头社区、六

角井社区、云湖社区
杜桥镇（3个）：解放社区、金都社区、松山社区
白水洋镇（1个）：黄沙社区

拟命名表彰2018年临海市文明单位、
文明镇（街道）、文明村（社区）名单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日前，
在河头镇仙人村的一位村民家中，
发现一块刻有“重修紫阳仙坛化身
处”的石碑。经相关专家鉴定，这
是明代隆庆元年的文物，距今已有
450多年历史。

12月4日，记者跟随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工作人员来到仙人村的
褚正秀老人家中，寻访这块古石
碑。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块石碑长
197厘米，宽85厘米，厚11厘米，上
面刻着“重修紫阳仙坛化身处”九

个苍劲有力的繁体字，在历经数百
年的风雨侵蚀和阳光曝晒，石碑虽
有些斑驳，但字迹依然清晰。

说起这块石碑的发现，纯属一
个偶然。40多年前，仙人村村口
的那个水塘要修建公路，进行排水
填土时，在水塘底部，褚正秀发现
了这块石碑，由于不认识上面的
字，家中又正好缺一块正正方方的
挡板，他便与兄弟几人一起将石碑
搬回了家。

“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有价值的
文物，当初拿回家只想着当普通的
石板用，在家已放了40多年。”褚正
秀老人告诉记者。

直到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来
仙人村拍摄，村干部偶然提及村里

有一块古碑，才让这块石碑重新出
现在世人眼中。

“这块石碑是明朝隆庆元年台
州府一个叫张滂的推官所立，石碑
里清楚地记载了张伯端的仙坛羽
化处。石碑的发现也更直观地给
我们临海一个张伯端是紫阳真人
归宿的证据。这对后人研究张伯
端的遗迹也有很好的历史借鉴和
佐证作用，现在重新发现，既是一
种巧合，也是历史的传承。”市文物
保护管理所所长彭连生表示。

石碑一经发现便饱受关注，更
有许多民间文物收藏家想把它作
为私有收藏买走。在了解到这块
石碑的重要历史意义后，也为了
更好地保存历史文物，褚正秀老

人把石碑无偿地捐给了河头镇镇
政府。

“如果让民间收藏家买走，这
对我们当地文化也是一种损失。
我们和村里的老百姓及时沟通，他
们无偿地把这块碑捐给了镇政
府。目前我们打算将石碑暂时放
在河头镇民俗文化展示馆，这也有
助于市里挖掘紫阳文化。”河头镇
党委委员王晓波说。

据介绍，紫阳真人张伯端，自
幼博览群书，学贯古今中外，著书
立说，传道天下，是道教南宗初祖，
也是我市有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文物石碑的惊现，也为后人研究紫
阳真人张伯端的遗迹起到很大的
历史借鉴作用。

我市发现紫阳真人羽化处石碑
距今已有450多年历史，将为后人研究紫阳真人张伯端的遗迹起借鉴作用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