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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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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有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7～13℃

12月8日：阴有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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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狗十三》拍摄完成于2013
年，晚于《李米的猜想》，早于《烈日
灼心》。虽密封了五年，但其价值正
如影片主演果靖霖所言：“这是一部
不会过时的影片。”电影《狗十三》虽
以少女青春期的故事为切入点，但
真正探讨的却是当下从家庭到学
校，再到各种社会关系中潜藏的诸
多顽疾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三只小猪2》：三只小猪因顽皮
遇险，被功夫侠阿潘和阿达所救，因
此小猪们死缠烂打跟着两位学功
夫。可是，当小猪们发现两位大侠
并不像自己想像中那般厉害，便决
心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功夫怪狼，却
因为冲动莽撞再次引来了更大的灾
难。功夫怪狼以三只小猪为要挟，
逼阿潘与阿达再次出手，能力与责
任、正义与力量，一场森林王国的巅
峰对决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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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07日（周五）:阴有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
7～12℃；

12月08日（周六）:阴有雨，高海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
5～7℃；

12月09日（周日）:阴有雨，6～9℃；
沿海风力：北到东北风8级阵风9-10级。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

染。
临海市气象台和临海市环境监测站12月06日16时联

合发布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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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12月3
日上午，记者来到杜桥镇步行街。
记忆中，这条步行街遍布各种小吃
摊，烧烤、油炸、小炒、麻辣烫等。
由于小摊小贩过于集中，步行街拥
堵不堪，路面脏、秩序乱、环境差，
严重影响了周边环境和居民出
行。而今放眼望去，整条街干净敞
亮，行人悠闲地往来其中。记者了

解到，步行街从脏乱无序到整洁规
范的美丽嬗变，正是杜桥镇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成果。

以前，杜桥镇也曾多次组织各部
门对步行街进行集中整治，虽然成效
明显，但是很快又会反弹。一边是群
众对舒适环境的期待，一边是“舌尖
上”的现实需求，如何才能“鱼和熊
掌，两者兼得”？为彻底解决这一难
题，杜桥镇计划新建“美食一条街”。

说干就干，从今年9月初动工
到11月 25日开业，不到2个月时
间，位于步行街南端的“美食一条
街”亮相。通过工作人员反复告知
和劝说，摊贩们最终搬离了经营多

年的“老位置”，搬进了“美食一条
街”的新店铺。

“美食一条街”长150米，占地
3000平方米，共84个摊位。美食街
上店面规格统一，店招明亮醒目，
消防设施配备齐全，食品安全有了
更强的保障。“搬到美食街后，我的
生意非常火爆，经常营业到半夜。
原先经营时，我得把东西搬来搬
去，现在有了固定摊位，关门了直
接回家休息，真是省心又省事。”摊
主黄先生告诉记者。

为方便管理，美食街安装了14
个监控探头，并在入口处设置了一
个临时市场办公室，每天安排2名

人员值班巡逻。在街道两侧设有
非机动车停车场，占地1000平方
米，记者看到，里面的电动车停放
整齐有序，安全隐患大大减少。

如今，杜桥镇居民可以在整洁
有序的步行街上购物，再到热闹非
凡的“美食一条街”来一份小吃，一
静一动之间，感受现代小城市建设
带来的惬意和舒适。“一番整治，步
行街大变样。我现在来这里逛街，
心情舒畅很多。新建的美食街，虽
然开业没几天，但我过来五六回
了，在家门口购物美食，可以尽兴
而归了。”正在一个水果摊前买甘
蔗的李女士笑着对记者说。

杜桥镇步行街
整治带来美丽嬗变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连日
来，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名下的大田街道寺后村标准厂房
最终被浙江正特股份有限公司以
人民币2460万元拍得，该国有资
产得以保值增值。

大田街道寺后村这一标准厂
房，原是市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资产，2006年，该公司将其相
关资产与经营业务并入市国投公
司。今年6月，这处标准厂房正式
登记到市国投公司名下，厂房的土
地面积为13703.69平方米，建筑面
积为5666.7平方米。

盘活资产才能激活价值。市
国资局积极响应市政府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的要求，对该处标准

厂房进行公开转让，并设立相关条
件以引进高质量企业。规范处置
程序、严格资产现值评估、实行公
开转让……经历一系列评估核准、
确定交易底价后，11月6日，该局
委托临海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进行公开转让，浙江正特股份有限
公司最终成为该处厂房的“婆家”。

“为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不
流失，我们还会跟进做好后续服
务”。该局产权管理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标准厂房公开转让交易程序
结束后，局里出具了《国有产权转
让确认书》，使整个交易程序合法
有效，并继续配合做好浙江正特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标准厂房的
工商变更等工作。

市国资局

规范处置一国有资产

路灯闪烁影响通行 已恢复
12月4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三井巷（天宁路至继光街路

段），该处2盏路灯入夜时闪烁不停，此情况已有3天，影响市民夜间通行，
要求修复。

市供电局：反映情况属实。经处理，该路灯已于12月4日晚修复，目
前已恢复亮化。

路面大坑存安全隐患 已修复
11月2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大洋街道柏叶西路605号处门口人行道路

面有一个大坑，深度10厘米左右，此情况已有一个星期，建议及时修复。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已修复。

垃圾乱堆放影响市容 已处理
11月28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大田街道东渡北路台州医院东面围墙外，

有人将建筑垃圾倾倒在空地上（运输车从东方大道方向到达此处），要求处理。
大洋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属实。经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查看，该处有

少许垃圾堆放，已责令当事人停止堆放。

12 月 5 日，市海洋与渔业
局联合牛头山度假区管委会，
组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灵湖
码头开展冬季增殖放流活动，
鲢鱼、草鱼、鳙鱼、青鱼 4 个品
种的5万余尾鱼种相继游入灵
湖。

据介绍，12月5日至12月7
日，市海洋与渔业局计划在灵
江、大田港、涌泉河道、沿江河
道、义城港、百里大河、永安溪
等水域投放鲢鱼、草鱼等 4 个
品种的鱼种共计约 86.5 万尾，
投放后工作人员将加强巡查和
管护，助力各流域生态建设。

应琪瑶摄

本报讯 （通讯员郑焰 陈仁
东 记者丁卉灵）12月2日15时20
分许，台州高速交警应急救援中心
接到报警，称在台金高速台州方向
水洋枢纽附近，有一辆厢式货车侧
翻，车上运载的198个液化煤气罐
散落在公路上，情况十分危险。

接到报警，交警迅速联系市消
防大队，同时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救
援。为了确保安全，增援警力在第
一时间对台金高速台州方向临海
市区出口采取封道分流措施。

到达现场后，大家看到一辆轻
型厢式货车侧翻在高速公路的快
车道上，车上运载的瓶气罐横七竖
八地散落在地上，占据了高速公路
大半幅路面，液化气味道明显，特
别是车厢内，气味很浓。

针对现场情况，消防队员和

高速交警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
进入货车车厢，将煤气罐一个个
抬出车厢放至路边，并将泄漏的
煤气罐阀门关闭后转移至较远处
隔离。

随后，交警联系了液化气公司
的专用运输车辆，对198个煤气罐
进行转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
测、救援、转运，17时许，现场险情
终于被排除。

驾驶员应某说，他是在仙居横
溪灌的液化气，准备送到路桥去。

当车子行驶至台金高速往台州方
向约31公里处，一辆小车在他前面
变道，情急之下他赶紧制动打方向
避让，结果方向打得太大，车子翻
了。

经过调查，应某没有办过危化
品运输的相关手续，车子也不是危
化品运输专用车辆。为此，高速交
警依法将此案移交给市公安局。

应某因非法运输危化品物质
的违法行为，12月3日被市公安局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天的处罚。

非法运输危化品出事故
换来行政拘留十二天

（上接第1版）
“在治水工作上，老丁很有一

手。”周伟达多次向记者夸奖道。支
流多、水质无法提供真实数据，这对
排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为了
缩小排查范围，保证排查准确性和
针对性，丁月灿采用分支流检测的
方式，对未达到Ⅱ类水质标准的十
三罗溪、始丰溪进行分段检测，重
点排查。任务繁重艰巨，经过一段
时间的努力，老丁发现，上下湾溪、下
马溪、赵家溪这三条支流水质标准不
达标，他马上对症下药，以最高效的
速度解决了问题。

心系民生的“老娘舅”
除了一直忙于治水这个老行

当，老丁还揽下了驻村的任务，这
让他的工作愈发忙碌。老丁所驻
的溪西村属于河头镇比较大的村，
常住人口1000多人，村子里种了约
400亩梨树。梨子成熟的7、8月正
是台风不断的时节，为了减少果农
的经济损失，丁月灿一接到台风的
消息，就会立即通过广播通知村
民，让他们抢收梨子。时间紧迫，
果农人手不够时，老丁还会主动帮
他们一起摘梨，尽力抢收，挽回损
失。

村里两户人家有着积攒已久
的矛盾，老丁就在晚饭后的空余时
间，多次串门找他们沟通，与他
们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没少说
掏心窝子的话。最后成功地帮助

两家人消除鸿沟，让他们放下多
年的是非对错，现在，那两户村
民都把老丁当成了“老娘舅”“贴
心人”。

做好党建工作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群众，合并后的溪西村有60个
党员，驻村之后，老丁和党员们约
定，尽量都挤出时间参加每个月10
日的“主题党日”，希望能够发挥党
员的力量为村里做实事、谋福利。

“弱势群体需要特别关注和照
顾，溪西村里有30户低保户，我
有空就会上门走访，希望能尽我
所能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这
份心系民众的心意让许多低保户
感动不已，也得到了他们的信
任，现在只要有事情，困难户都

会找丁月灿帮忙解决。有一次，
一位智力残疾的低保户，因为闭
路电视无法免费收看的问题，找
到老丁希望得到帮助。老丁二话
不说，跑前跑后找了许多部门办
理手续，将他闭路电视的事情解
决，虽不善表达，但是该低保户
每次看到老丁，总要拉着他的
手，表达心中的感激。

累并快乐着，丁月灿知道“五
水共治”工作很难，也知道农村工
作琐碎繁重，每一件事都需要他耐
心对待、踏实去做。但他依然选择
投入自己的所有精力，任劳任怨夜
以继日奋战在治水第一线，为实现
水清岸美、环境清雅的目标砥砺前
行。

●为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近日，汛桥中心卫
生院邀请市疾控中心重点疾病防治科科长张震走进汛桥镇浙江华海技术
学校，为同学们开展艾滋病知识专题讲座，帮助学生了解艾滋病及预防方
法。 （应琪瑶）

12月4日下午，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检企共建服务非公经济健康
发展”国家宪法日主题活动，邀请了华海药业、伟星集团、浙江永强、永太
科技、万盛股份等7家企业相关负责人、检察联系人亲临现场体验检察服
务。

活动中，大家参观了该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观摩了一企业虚开增
值税发票案公开宣告，观看了主题宣传片，听取了检察官关于《宪法与民
营经济》的论述，还围绕“检企共建”护航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进行了座谈
交流，针对强化企业司法保护、优化法律服务水平、推进企业法治宣传等
方面提了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王良辰 卢呈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