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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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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夜怪谈》 国悬疑/惊悚/恐怖 5月7日
《罗马》 墨西哥/美国剧情/家庭 5月10日
《大侦探皮卡丘》 美/日喜剧/动画/冒险 5月10日
《一个母亲的复仇》印剧情/犯罪 5月10日
《进京城》 国剧情/历史/古装 5月10日
《欢迎来北方II》 法剧情/喜剧 5月10日
《半边天》 中、印等“金砖”五国剧情 5月10日
《铁拳雄心》 国动作/爱情 5月10日
《一路疯癫》 国喜剧 5月10日
《三流勇士》 国剧情 5月10日
《半镜》 国剧情/悬疑 5月12日

《企鹅公路》：影片讲述了在远离海边
的小镇上，莫名闯入了一队憨态可爱的企
鹅大军，小少年青山同学偶然间发现，自
己崇拜已久的神秘大姐姐和突然出现的
企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进
而展开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夏日冒险。

《致命梦魇》：影片聚焦心理学犯罪，
巧妙结合民间传说，营造前所未有的惊悚
恐怖画风。电影主人公迷失自我，噩梦缠
身。影片将揭开人性善恶的层层迷雾。

《双生》：影片讲述了艺术学校学生李
品接手一份为马上迎来自己生日的女孩
涛画肖像画的工作，为此他来到了一处偏
僻的豪宅。素不相识的两位年轻人因此
结缘。然而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李品逐
渐发现了这栋房子里似乎还隐藏着一些
不为人知的秘密。

新 片 推 荐

5月15日：阴到多云，傍晚前后有阵雨或雷雨。1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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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2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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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绿灯下◆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 通讯
员洪梦媛）近日，记者在涌泉镇三
村南屏路与 327 省道交叉路口看
到，路口装有减速设施和安全警
示标志，几名交警身穿反光背心，
正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记者从
市交警部门获悉，从去年开始，涌
泉交警中队多措并举，在保辖区
道路安全、畅通和有序工作中取

得成效：去年四季度至今，交通死
亡事故“零”发生。

涌泉镇下辖 32 个行政村，现
有常住人口约 5.5 万，辖区 327 省
道长约 20 公里。随着经济发展，
辖区内机动车、驾驶人数量大幅
增加，人、车、路之间的矛盾相对
突出，交通安全管理难度大。为
深入排查道路安全隐患，涌泉镇
交警中队民警每天都对主干道进
行巡逻，有时还在周末深入农村
道路巡逻。对发现的交通隐患，
中队及时向镇里和公路部门反
映，联合进行整改，不能立即整改

的，则采取临时安全措施。经过
努力，解决了327省道穿村路段路
灯照明问题，并沿327省道安装了
机非隔离护栏和弹性警示桩、减
速杠等设施。

为严格落实交通安全层级管
理制度，去年９月，涌泉交警中队
开创了“路长制”，给辖区民警分
派了交通安全“责任田”。“我的责
任范围是 327 省道 21KM+500m—
27KM，包括沿线三村、横山前、梅
岘等村庄。每天除了日常巡逻，
我还走村入户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民警罗刚说。为起到良好的

宣传效果，民警结合发生在辖区
的具体案例，尤其是本村曾发生
的事故，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同时，积极开辟宣传新阵地，在车
辆人员进出频繁的路口路段等
处，民警利用交通标志牌（杆）、电
线柱等，张贴交通安全小标语，让
群众处处得到交通提醒、时时看
到交通警示。

通过严管严防，涌泉交警中队
辖区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有效提
高，交通安全秩序进一步规范，为
辖区群众拥有良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涌泉交警中队 严管严防保交通安全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今年
5月19日是第二十九个“全国助
残日”。为进一步丰富残疾人精
神文化生活，让残疾人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共享阳光，近日，市残
疾人联合会举办第三届残疾人运
动会。

据了解，运动会分别在市残
联大楼和市东湖体育场举行，来
自我市各地的近200名肢体、听
力言语（智力）、视力残疾人等参
加了活动。比赛项目包括田径
100米、200米、800米和跳远、跳
高、铅球、铁饼、标枪、飞镖、象棋、

乒乓球等。
尽管当天天气炎热，但一点

都不影响选手们的参赛热情。每
场比赛选手们都展示出顽强拼
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来自
杜桥镇三房村的王冬英参加的是
标枪比赛，是该项目唯一一名女
选手。“市残联举办残疾人运动
会，我觉得很有意义，今天早上6
时不到，我就过来参加活动了。
比赛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也
让我们认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
残联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王
冬英说。

爱心助残 共享阳光

市残联举办第三届残疾人运动会

涉渔“三无”船舶是加剧渔
业资源衰退的一大“毒瘤”。5
月10日上午，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联合上盘镇政府，在
短株山浪涛湾集中拆解了8艘
涉渔“三无”船舶及2台外挂式
主机，依法没收了15袋违规网
具。

据悉，下阶段，市港航口岸
和渔业管理局将加强联动巡
查，加大打击违规捕捞行为力
度，保持高压态势整治涉渔“三
无”船舶，做到查获一艘，拆解
一艘，守牢海上安全防线，保护
海洋渔业资源。

汤珍洁 蒋超颖摄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
员金健）31岁小伙应某，原本是一名
挖掘机司机，月薪5000元，收入还
算不错，但他好赌，不但输光积蓄，
还欠下一笔赌债。为还赌债，他盯
上了老乡的挖掘机，向老乡承诺高
价租赁后，竟擅自将挖掘机转卖。

近日，大田派出所接到一群众

报警，称自己价值50万元的挖掘机
不翼而飞。民警随即展开调查，经
多方取证，确定了嫌疑人就是其老
乡应某。

应某，诸暨人，曾经谈过几次对
象，都因他有赌博的毛病而分手。
去年，应某独自一人来到临海打工，
决心洗心革面开始新的生活。一开
始，他干得还算有声有色，但没过多
久，他好赌的毛病又犯了，不到半
年，就输掉了8万多元。为还赌债，
他辞掉了工作，一门心思想着怎样
快速捞回本钱。这时他灵机一动，

想到了老乡王某的工程队里有一台
存放许久的挖掘机。

今年3月，应某向王某租赁这
台挖掘机，为了打消王某的疑虑，
应某答应支付每月高达 1.5 万元
的租金。第一次付租金时，应某
声称自己一时半会没那么多的
钱，就先预付了一万元，王某也放
心地把机器运到应某工地上。仅
几日后，应某却以自己的承包工
地又转移了为由，要将挖掘机运
至其他工地使用。

在应某的要求下，王某将机器

的钥匙交给了他。可没成想，应某
早已物色好了买家，钥匙一到手便
擅自将挖掘机低价转卖于他人，所
得 10 万元马上进入自己的腰包。
此后，还被蒙在鼓里的王某屡次要
求应某按约支付租金，应某都以各
种借口推托，直到再也无法联系为
止。

4月25日，当王某来到应某的
工地查看时才发现，哪有挖掘机的
影子，于是当即来到大田派出所报
案。目前，应某因诈骗罪被市公安
局刑事拘留。

为还赌债设套 涉嫌诈骗被抓
5月12日下午，“衣冠华夏汉服临海——大型汉服文化展”在市博

物馆二楼举行。展会内容包括免费汉服试穿、投壶游戏、汉服T台秀、
汉服文化图文展等，吸引了一批热爱汉服文化的市民前来参与。

朱 婷摄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5月11日，尤溪
镇妇联联合镇红十字会、计生协，在下涨村开
展主题为“母爱万里行，共暖留守心”的关爱
留守儿童大型亲子活动，与“小候鸟”们结对
的“天使妈妈”们走进江南大峡谷边的小山
村，与87名留守儿童包饺子、剪纸、游戏、圆梦
微心愿……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让孩子们
感受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感谢母亲的养
育之恩，共庆母亲节这个爱意融融的节日。

“看，这是我做的15个饺子，一开始做得
很难看，后来在‘天使妈妈’的指导下，越做越
好看了。”今年11岁的留守儿童小王说，自己
很小的时候，妈妈便去外地打工了，每年在一
起的时间很少，所以无法与她一起过母亲
节。但来自城里的“天使妈妈”们来到我们身
边，她们非常耐心地教大家包饺子，让自己体
会到妈妈平日劳动的辛苦，下次等她回家了，
自己也包饺子给她吃。

亲手做的饺子煮熟出锅了，大家一边聊
天，一边吃得津津有味。随后，一场与传统文
化——剪纸的亲密接触让孩子们迫不及待地
拿起剪刀，与“天使妈妈”们一起，剪出各种漂
亮的图案，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最后，一张
张图案各异的剪纸从一双双小手中诞生，孩
子们将精心剪出来的作品送给“天使妈妈”
们，表达心中的感谢与尊敬。

爱是双方的互动与交流。尤溪镇妇联工
作人员还向“天使妈妈”们征集了微心愿，“小
候鸟”们现场为“妈妈”们圆梦，感恩的种子在
一颗颗小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最后大家观
看了精彩的母亲节主题演出，一起玩游戏，江
南大峡谷边撒下欢声笑语。

“母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留守儿童们了解母亲的
辛劳，体会母爱的伟大，也发动社会爱心人
士，关爱这些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用爱教育
孩子们懂得感恩，心怀责任，让他们在同一片
蓝天下健康成长。”市妇联主席黄曼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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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 通讯
员洪梦媛）“一线同志请注意，一辆
现代轿车在朱坊涂附近被一位阿婆
拦去停车，请立即上前将车拦下，并
把阿婆带到古城派出所……”5月
13日上午，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在
古城交警中队紫阳片区监控室的视
频作战侦查客户端中看到，市民徐
阿婆正在路边招手揽客停车。一线

执勤交警收到指令后，立即上前制
止。

当天上午，市交警大队联合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古城街道、旅发公
司等单位，对台州医院周边区块、朱
坊涂区块、巾山西路、赤城路、府前
街、回浦路、江滨路、丹丘路等区域
的举牌泊车、招手揽客停车、拦车代
驾、私设停车泊位等现象进行集中
整治。据悉，这是继4月11日“招手
揽车”行为集中整治后的第二次多
部门联合行动。截至目前，已有5
名违法“招手揽车”者被查获，行动
取得明显效果。

“以前这里堵得很，路上到处都
是招着手让我们去停车的人，有时
候他们甚至直接站在车子前让我们
去停车，把这一带的路都弄堵了。”
市民金女士刚从台州医院出来，看
到庞大的整治阵容，不禁夸赞道，

“和以前比，近期这一带‘招手揽客
停车’的现象大有改观！”

古城交警中队副中队长汪洪波
告诉记者，对“招手揽车”妨碍正常
交通秩序者，相关部门将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
规定，对其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留有案底而屡犯不改者，将处以行

政拘留处罚。
“下阶段，我们将继续联合相关

单位，采用‘线上+线下’‘定点定岗+
联动执法’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
台州医院周边重点区域‘招手揽车’
行为，形成常态化的长效管理机制，
做到抓到一个，查处一个，有力震慑
违法者，维护公共交通秩序，保障道
路安全畅通。”汪洪波说。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司机
朋友应合法合规停车，避免造成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另外，市民若发
现“招手揽车”行为，可拍下视频留
证，并及时拨打110举报。

多方联动出重拳
“招手揽车”连根除

遗 失 声 明

●李雪清遗失通用手工发票1张，发票代码：133101160831，发票
号码：00239242，声明作废。

（上接第1版）面对群众的不满
和抵触情绪，攻坚队员们选择一次
又一次地往“枪口”上撞，挨家挨户
地上门送叫停装修通知书。“群众心
里有气，我们得让他们把气撒出来，
当他们的‘出气筒’。他们气消了，
我们工作也好做了。”在遭遇了不
少群众的“横眉冷对”后，双宅攻
坚小组组长陈卫这般说道。作为
新任职的东塍镇人大主席，陈卫
刚到岗就立即奔赴征迁工作一
线，指挥作战。

真情服务 和谐征迁
在征地拆迁工作中，两个攻坚

小组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

历史遗留问题，有邻里纠纷、家庭
纠纷，经工作组调解、撮合，最后
矛盾都被一一化解，乡里乡亲达
成共识，拆迁户顺利签订了协议。

双宅村有户卢姓村民早年意
外丧子，且与另一户村民有关，两
家积怨已深，矛盾重重。这次拆
迁，双方都在名单上。“你们先去
跟他家说，他家不拆，就是打死我
也不拆！”每次攻坚队员想要进门
做拆迁协议签约工作，卢姓村民
都堵在门口，言辞激烈。经过攻
坚队员多天耐心劝说，两家终于
能坐下来，诚恳沟通，最终卢姓村
民的多年心结得到了化解，双方
握手言和。此外，还有几起邻里

纠纷，攻坚队员都耐心地予以一
一解决。从最初的“走不进”“坐
不下”“谈不上”，到后来的“进得
了”“坐得下”“谈得上”，攻坚队员
用真情实意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

铁路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既是
硬任务，又涉及群众根本利益，攻
坚团队始终以保障群众的切身利
益为先。庙西村原计划拆迁安置
的地块因与沿海高铁规划线位冲
突，只能重新另选。另选的地块
位于杭绍台铁路东面，是该村主
要安置区块，但该地块是永久基
本农田，需要经过下一轮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修编并报批办理“农

转用”手续后，方可审批建房，对
此拆迁群众心存顾虑，这也是造
成拆迁安置工作滞后的关键原
因。东塍镇党委、镇政府几经商
讨后做出决策，先落实安置地政
策处理工作，明确安置地块，让老
百姓吃下“定心丸”，再实施房屋
拆迁的评估、签约等工作，宁可起
步慢一点，也要把基础工作做扎
实，让老百姓安心。

善于攻坚，敢于担当，忠于服
务。东塍镇党员干部正以“临海
发展我有责任、我要担当”“时不
我待，舍我其谁”的精神，全力创
造“工作争一流，个人争上游，群
体百舸争流”的良好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