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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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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石头下乡记》 国 剧情 3月12日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台 爱情 3月14日

《今世未了缘》 国 剧情/爱情 3月14日

《未来的你》 国 爱情/奇幻 3月14日

《过春天》 国 剧情 3月15日

《阳台上》 国 剧情/文艺 3月15日

《我的英雄学院：两位英雄》日 动作/动画 3月15日

《把哥哥退货可以吗》 泰 喜剧/爱情 3月15日

《少女宿舍》 国 悬疑/惊悚/青春 3月15日

《老公去哪了》 国 喜剧/爱情/家庭 3月15日

《江海渔童之巨龟奇缘》国 动画 3月16日

《少女宿舍》大一新生李珍欣想
成为一名语言治疗师，来到大学后发
现同学对她都很不友好，除了一名叫
尤美的学生，两人很快成为了好朋
友。珍欣在入住的宿舍楼不断听到
奇怪的声音，还有袭击她的黑衣人，
幸好最后被尤美救出，与此同时尤美
的身份也随之被解开……

《老公去哪了》这是一部以拯救危
机婚姻、维系夫妻感情、倡导和谐家庭、
稳定社会秩序为内容的幽默轻喜剧电
影。由总制片人张年胜亲自担任故事
原创、编剧，历尽4年之久，从最初剧本
的酝酿构思，到立项研讨，完成定稿，反
复听取各方建议，精心修改完善，可谓
呕心沥血。

新 片 推 荐

3月15日：晴到多云。 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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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3月16日：多云转阴。 7～19℃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民情直通车◆

————
多城联创

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我们在行动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我们
将巩固和完善‘一心双环’团学组
织格局，充分发挥学生会、学生社
团组织的作用，引领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养成良好品德，帮助学生提
升综合素质，全面成长成才。”“我
们将以全国中学共青团改革试点
工作为契机，深化改革，大力推进
强基固本、职业领航、志愿铸匠三
大工程建设，着力提升中职学生核
心素养，培育一批优秀的职业匠
人，打响‘铸匠’团建品牌。”……在
3月7日下午召开的全市学校共青
团工作会议上，我市学校团委代表
先后发言表态，道出了我市全团协
作抓学校的决心与信心，也印证了
我市共青团组织“从严治团”工作
的态度和力度。

中学共青团一头连着大学，一
头连着少先队，是党、团、队意识衔
接承上启下的阶段，其工作对全团
而言至关重要。“我们要认识到巩固
和提升学校共青团的基础性、战略
性、源头性地位在新的历史时期和
新的形势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变
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行动，用行动
创造佳绩。”市教育局党委委员、专
职督学陈凌晨告诉记者，今年，市党
代会、“两会”提出了重振临海教育
雄风的目标，这需要最大限度地激
发学校广大团员的作用。目前，市
教育局已把学校共青团工作作为重
要内容纳入教育发展规划，把对共
青团工作的指导、检查、考核纳入教
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范畴；各学
校需坚持党建带团建的工作原则，

重基层重创新，加强团内协同，推进
理念、手段、机制创新，提升团组织
活力，推动教育系统共青团工作高
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我市中学团组织紧
紧围绕学校育人目标，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素质
拓展、校园文化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促进中学生成长成才，推进素
质教育深入实施。2018年，临海团
市委积极构建“全团抓学校”工作
格局，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全面提升中学共青团工作履职能
力，着力抓好政策保障和机制建
设，认真落实改革举措，各项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如编制临海青年团
十八大学习电子书，组织开展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精神等

各类学习实践活动30余场，覆盖团
员 近 5000 人 ；强 化“ 亲 青 帮 ”

“12355”等平台的服务功能，服务
学生1万余人次；全市初中、高中毕
业班团学比例分别控制在 30%、
60%以内，全市学生团员注册志愿
者100%；中学共青团改革在全省
基层团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暨现
场观摩活动上做经验交流，圆满承
办省中学共青团改革督导工作。

“2019年，团市委将以抓学校、
抓支部、抓团员为导向，全面提升
学校团组织的组织力，不断开创学
校共青团工作新局面，为助力临海
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百年‘五四’。”团市委
副书记项杰说。

团市委 “全团抓学校”改革再出发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因事
业发展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基层站广播电视站线务员：

一、招聘岗位和招聘条件：
1.基层广播电视站线务员岗

位，定向到基层广播电视站从事
数字电视网络维护工程技术工
作。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临海户籍，年龄30周岁以下
（198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身
高在1.65米以上（计算机、电子类
专业优先、复退军人报名年龄、学

历可适当放宽）。因有户外作业
要求，建议男性报考。

2. 基层广电站内勤岗位，定
向到基层广播电视站从事账务管
理、后勤服务工作。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计算机类、财会类相关专业优
先。男女不限，临海户籍（如杜
桥、上盘、桃渚、小芝户籍优先）。
年龄30周岁以下（1989年1月1日
以后出生）。

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
能吃苦肯干，具有较强的团队合

作精神。
二、招聘程序：
通过相关的笔试和面试，最

后对合格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择
优录用。

三、招聘人数：
基层广播电视站线务员岗位

5名，内勤岗位2名。
四、报名办法：
报名者请带本人学历证书原

件、应届毕业生带就业推荐表原
件（附成绩单）、身份证原件、个人
简历、近期免冠一寸彩照二张，复

退军人还需带退伍证，以上材料
请自备复印件。

联系人：张老师 金老师
咨询电话：89361211

85401008
五、报名地点、时间：
临海市人力资源市场二楼4

号窗（柏叶西路928号）
报名时间：2019年 3月 12日

至3月19日
联系电话：85159089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临海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事业法人证书号：123310823278815672）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3月
12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临海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2019年3月12日

注 销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
员陈星）阴雨退去，春光到来，一年
一度的植树节悄然而至。为加强
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营造全民爱绿
植绿护绿良好风尚，当天上午, 河
头镇全体机关干部、青少年志愿
者、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民兵等共
150余人来到该镇下甘村始丰溪
畔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大家三人一组，挖土、扶苗、
浇水，配合默契，干劲十足。短短
一上午，500余株小树苗在始丰溪
畔安家落户。据了解，此次植树
选用的树苗叫落羽杉，又名落羽
松，属落叶大乔木，树高可达 25
至 50 米，常栽种于平原及湖边、
河岸、水网地区。其树形优美秀
丽，入秋后树叶变为古铜色，届时

将成为秋季里始丰溪畔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是我们
积极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加快建设‘生
态河头、清雅茶乡’的重要举措。
此次，我们以植树节为契机，发动
全镇上下齐动手，在强化百姓生态
保护理念的同时，借此提升镇区的
植被覆盖率。”河头镇人大副主席
陈云华说。

记者了解到，今年该镇计划在
始丰溪畔种植树苗7000余株，以
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镇工作
人员将落实管理责任，加强树苗的
后期管理，确保种一株活一株，使
河头的天更蓝，水更绿，让群众的
生活环境更优美、更宜居。

河头镇

植树育苗 扮靓始丰溪近日，市交警大队大田中
队交警走访辖区内电动车生
产制造企业和销售网点，为企
业老板和网点经营者详细讲
解新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
规范》国家标准（简称“新国
标”）实施内容，并指导各销售
网点做好过渡期内的电动车
上牌工作。

据悉，“新国标”将于今年
4 月 15 日起正式实施。届时，
不符合管理规定的电动车将
被依法扣留。交警在此提醒
车主，务必购买符合“新国标”
且列入省经信部门产品公告
目录的电动车。

卢呈橙 蒋梦瑶摄

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橘红
色的保护箱、便携式的机器设备、
动态的视频演示、详细的使用说
明……3月12日上午，一台被称为

“救命神器”的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亮相我市人民政府办事大
厅，这意味着，市民身边多了一道

“生命保护网”。
在市人民政府办事大厅的设

备投放点，记者看到，设备维护人
员余申正在对AED设备进行使用
前的调试与演示。他告诉记者：

“该设备便携、易操作、便于普及，
可供非专业的急救人员使用。只

要稍加培训，便可熟练上手。对心
跳骤停患者来说，心跳骤停后的4
分钟内为抢救的黄金时间，最有效
的急救办法是电击除颤和徒手心
肺复苏。若遇到患者忽然倒地、心
跳骤停等情况，身边群众可在120
救护车到来前，扫码从保护箱中取
出设备，然后根据语音提示一步步
操作，对患者施行早期除颤。”

新型的设备引来了不少市民
驻足围观。“我以前只是听说过除
颤器，现在我们临海在公共场所也
配备了这样的‘神器’，真的太好
了。通过观看演示，我觉得这个设
备操作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市
民金女士夸赞道。

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妈妈式”服务理

念，深入推进“健康临海”工作，积
极打通多渠道为群众服务的途径，
市红十字会在市人民政府办事大
厅、火车站候车大厅、台州府城文
化旅游区兴善门出入口这3个人流
量较大的公共场所各投放
了 1 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这是一款急救设
备，可用于抢救心源性猝
死、心脏骤停患者，也可以
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正
确使用AED电击除颤，可
大大提高患者的复苏成功
率。

“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AED）是心脏骤停患者院
前急救的利器。在重点公
共场所投放该设备，是我们

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之一。下
阶段，我们将视实际需求，适时加
大投放力度，为市民健康生活提供
必要的设备保障。”市红十字会常
务副会长卢国富说。

“救命神器”来了
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在我市投入使用

本报讯
（记者应琪瑶）
为助力我市全
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进一

步提高群众的生活环境水平，3月12日，大洋街道
组织街道全体机关干部，联合市场监管、公安、交
通运输等相关部门，集中整治前江村和洋头社区
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

行动中，干群根据计划安排，针对环境卫生和
秩序管理难等问题，团结协作，全力以赴推进整治
工作。在前江村，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农贸市场、
绿化带等处存在不少乱停、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

“毒瘤恶习”，大家进行集中攻坚；在洋头社区，不少
居民毁绿种菜、乱贴小广告、占道经营、违章搭建、
乱堆乱放、散养家禽，工作人员进行彻底整治。

当天行动，大洋街道共组织干部群众300余
人，出动各类工程车30余辆，清理乱堆乱放80余
处，清理绿化带200余平方米，拆除乱搭乱建40余
处，清运垃圾150余车，有效改善了前江村和洋头
社区的环境卫生状况，提升了附近居民的环境保
护意识。

大洋街道办事处主任郭志刚告诉记者：“接下
来，我们将继续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动员大会为
契机，多措并举，深入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工作，努
力为群众营造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为防
止不良现象‘回潮反弹’，我们还将落实常态化机
制，将整改工作做实做细，助力我市高质量建设活
力品质幸福城市。”

大
洋
街
道

环
境
整
治
不
手
软

本报讯 近日下午3时许，市运
管局执法人员杨胜、黄林等人，正
在临海西高速道口维稳安保执勤，
突然发现一名背着包的年轻妇女，

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撑着伞，在风
雨中飞快地奔跑，向一辆辆经过的
车子发出停车信号。见此情景，杨
胜急步上前询问。

原来，这位年轻的妇女来自仙
居，因2周岁的孩子患了肠套叠，病
情危急，夫妻俩急诊联系了台州医
院的医生做手术。妇女的丈夫自
驾车从仙居一路狂奔向临海，不料

在临海西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丈
夫忙着处理交通事故，妇女则准备
单独拦车去台州医院。说到此，妇
女已泪如雨下。

此时，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
雨，一辆辆车子从身边疾驰而过。
杨胜当即决定：“救人要紧！快送
孩子去医院！”杨胜让母子上了执
法车，安排黄林继续留守执勤，自

己与协管员赵东一起，开车前往台
州医院。

大约20分钟后，车子顺利抵达
台州医院门口。杨胜想帮忙抱孩
子进医院，妇女谢绝了，并深深地
向杨胜和赵东鞠了一躬。

看着妇女抱着孩子走进医院，杨
胜和赵东松了一口气，随即匆匆返回
临海西高速道口…… （章海霞）

路遇病孩情况危 执法车秒变“救护车”

图为安放在市人民政府办事大厅内的自
动体外除颤器。 蒋超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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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2日
停电线路：10kV川南107线
停电时间：8:30—11:45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

海市杜桥镇：塘下村、半洋村、草
坦村、厂横村、保家村、台州市腾
远光学眼镜有限公司、临海市特
明眼镜有限公司、台州市民泰光
学眼镜有限公司、临海市艾伦眼
镜厂、临海市盛盈光学眼镜有限
公司、临海市凯飞光学眼镜有限
公司、台州乐泰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台州市凯亮眼镜有限公司、
临海市艾尔杰眼镜有限公司、台
州市宏伟眼镜有限公司、临海市

一嘉眼镜有限公司、台州市嘉和
眼镜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工程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半洋）（灯
头）、台州市耀华眼镜有限公司、
临海市欧视眼镜厂、临海市帮发
眼镜厂、临海市杜桥凤山华鑫眼
镜厂、临海市杜桥沃土粮食专业
合作社、临海市杜桥镇草坦村村
民委员会、临海市杜桥镇塘下村
村民委员会、临海市鸿铭眼镜有
限公司、临海市虹宝眼镜厂、项
贤芳厂、葛欠贵厂、临海市常圣
发眼镜厂、台州市金兴印刷包装
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
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3月14日

停 电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