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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7月影讯
片 名 国家（或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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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猪侠·不可思议的世界》 国动画 7月5日
《他她他她》 国剧情/悬疑 7月5日
《爱宠大机密2》 美喜剧/动画/冒险 7月5日
《狮子王》 美剧情/动画/冒险 7月12日
《命运之夜——天之杯2：迷失之蝶》

日剧情/动画/奇幻 7月12日
《素人特工》 国喜剧/动作/冒险 7月12日
《机动战士高达NT》 日科幻/动画/战争 7月12日
《舞动吧！少年》 国 家庭 7月12日
《嘿，蠢贼》 国 剧情 7月16日
《银河补习班》 国 剧情/家庭 7月18日
《紧急救援》 国剧情/灾难 2020年大年初一

“建国”三部曲《建国大业》《建党
伟业》和《建军大业》已分别在2009
年国庆前夕、2011年建党节前夕，以
及201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上映。三
部影片分别讲了从抗战胜利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从辛亥革命爆发到
中共一大召开、从年轻的中共领导人
意识到“党指挥枪”的重要性到着手
组建人民军队的历史事件。

《中国机长》：影片根据2018年
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
组成功处置特情真实事件改编：机
组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
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
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他
们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
确保了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安全，
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主旋律影片回顾、预告（二）

7月12日：阴转阵雨或雷雨，夜里转多云。 2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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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3日：多云，午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25～34℃

我们在倾听

■五水共治■

85111333851113332424小时新闻热线小时新闻热线：：

◆民情直通车◆

遗 失 声 明
●临海市朝立日用品厂遗失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1年

12月2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1082650034097，声明
作废。

本报讯 丰收河、双纲河是涌泉镇内的
两条大河，它们为镇区提供了很大一部分水
源。丰收河起源于新前塘村，双纲河起源于
岩园村，两河最终都汇入东大河。由于源头
居住着密集的人群，多年来，河道淤泥沉积严
重，两岸倾倒垃圾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对下游
的水质造成了极大影响。

今年3月份，涌泉镇启动小流域综合治
理项目，对两条河进行彻底整治，主要对河道
进行清淤，河道两岸砌石，新建灌排水渠道
等。

河道淤泥堆积太厚容易造成水体缺氧，
特别是在连绵的阴雨天以及炎热的夏天，容
易造成水质下降，水体发臭。本次彻底清淤
后，两条河道的水质将明显得到改善，水流量
也将变大。

“对河道两岸进行砌石，一方面是为了减
少水土流失，防止河道淤泥堆积；另一方面，
是为了减少村民往两岸倾倒垃圾。”该镇有关
负责人表示，两条河上游曾多次发生严重的
垃圾倾倒现象，对河道水体的污染极其严
重。因此镇工作人员阻止村民倾倒垃圾的同
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两岸居民的宣传教育
力度，帮助大家树立“美丽河道需要每个人共
同维护治理”的理念。

据了解，该项目自3月份开工到目前，已
完成大部分的河道清淤及两岸砌石，两条河
将为该镇提供清洁的水源，为全镇“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提供新鲜的血液。 （冯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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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灵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拟向临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自2019年7月10日起
9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临海市灵湖景区管理委员会清算组

2019年7月10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树木倒地有隐患 已清理
7月5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伟城路伟星城美景园小区西

门北面约30米处，一棵高约5米的树被大风刮倒在人行道上，存在安全
隐患，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及时处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该树已被清理。

路面石块影响行车 已处理
7月5日，有市民来电反映：三门县珠岙镇华东仙人峡与临海交界

处的道路被华东仙人峡工作人员挖掘，导致机动车道路面存在大量石
块，给行车带来安全隐患，要求及时清理。

市交通运输局：反映情况属实，已责令施工方清理，现清理完毕。

路面大坑致车辆爆胎 已修复
7月5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沿江镇马上线靠近庙山后公交车站处，

路面有2个深约七八厘米的大坑，7月4日他开车经过此处，车辆爆胎，
要求尽快修复路面。

市交通运输局：反映情况基本属实，目前坑洞已修补。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戚公
祠旁有棵大树倒地，压倒的围墙砸
坏了两辆车，还影响了道路通行。”
7月10日上午，有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称古城街道戚公祠附近的一棵
树木倒伏，横在路中间，造成道路

阻塞，存在安全隐患。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看到，一棵

生长于戚公祠内的大树压垮了一
旁的围墙，横在路中央。围墙倒塌
产生的大量砖石正好砸中两辆停
靠在路边的轿车，两辆车的挡风玻
璃均碎裂，车身框架也有不同程度
的凹陷变形。

一名目击树木倒塌的市民告
诉记者：“上午10时30分左右，我
在家里听外面一声巨响，出门一

看，正好看到这棵大树压倒围墙
后，慢慢倒在路面。”

获悉树木倒伏情况后，我市园
林和交警部门工作人员迅速赶到
现场，对古树进行切割分段和吊离
作业。

“这次树木倒伏主要原因是连
日来的雨水冲刷，导致山石松动，
泥土稳不住大树的重量，大树最终
倒下。我们接到通知后迅速指派
工作人员和一辆吊车，带着作业工

具在10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并在
下午3时30分左右完成了全部的
清理工作。”市园林绿化养护事务
中心绿化队队长罗增益告诉记者。

据介绍，本次倒伏的大树叫黄
莲木，树龄在50年左右。市园林
绿化养护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
此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天和强
降雨天气，大家尽量不要将车停在
大树底下，以免车辆遇意外事故受
损。

戚公祠旁大树倒伏
园林部门快速清理除隐患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7月9
日至11日，“吉田雅格杯”2019年浙
江省第六届龙狮锦标赛在宁波奉化
体育馆举行，来自全省各大专院
（校）的41支舞龙队和19支舞狮队
的760位龙狮高手参加比赛。我市
豪情汽车工业学校的龙狮社团参加
了青少年组规定套路项目和竞速舞
龙项目的比赛，经过激烈角逐，分
别获得一等奖、三等奖。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省体育
局、省体育总会、省龙狮运动协会
和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主办，
旨在促进舞龙舞狮运动的交流，
推动舞龙舞狮运动发展，弘扬传
统文化。本次赛事项目包括：舞
龙的规定套路、自选套路、竞速舞
龙、传统舞龙和舞狮的自选套路、
传统舞狮等。

记者获悉，我市豪情汽车工业
学校的龙狮社团成立于去年 10
月，目前由 20 多名 18 级学生组
成。社团成员发扬吃苦耐劳、团结
拼搏的精神，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

行刻苦训练，先后在台州市第14届
省级重点职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及
学校各文艺晚会中成功出演。集武

术、舞蹈、音乐、技巧等于一体的舞
龙舞狮运动，不仅让同学们强身健
体，更让大家在这项历史悠久、内容

丰富的运动中，深切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自觉当一名传承
者，将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浙江省第六届龙狮锦标赛举行
我市豪情汽车工业学校勇夺佳绩

卿和坊足浴（巾山中路14号）因房租到期暂停营业，请广大市
民有本店储值卡的于阳历2019年9月30日前联系李先生办理相
应事宜，联系电话：13282650777。

卿和坊足浴
2019年7月12日

声 明

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每年
一到梅雨季节，让市民发愁的，除
了下不完的大雨、晒不干的衣服，
还有就是涨不停的蔬菜价格了。
近些天，我市暴雨连连，不少市民
的菜篮子也随之“重”了起来。

“这个茄子怎么卖？”“7元一
斤。”7月11日上午，市民董女士来
到第二中心菜场买菜。问了几种
蔬菜的价格后，她被吓了一跳：“不
久前蔬菜好像还没有这么贵，这几

天怎么突然涨价了？”
面对董女士的疑惑，经营户杨

平解释道：“最近天天下雨，本地蔬
菜的产量下降了，外地蔬菜的运输
成本有所提高，蔬菜整体的进价高
了，所以售价也相应涨了一点。”

随后，记者在菜市场中逛了一
圈，几番打听后获悉，除了茄子价格
略有上涨外，青菜、白菜、西蓝花、菜
花、豇豆等蔬菜也未能“幸免”，价格
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平均每斤上

涨的幅度在1元至1.5元之间。
菜市场内的蔬菜价格微微“抬

头”，农户手中的菜价行情又如何
呢？9时许，记者又来到第二中心
菜场的农民自产自销直销点。难
得雨水暂歇，一大早，便有不少市
民围在农户摊前，精心挑选蔬菜。
市民叶金香就是其中一位，买了一
些蔬菜后，她感慨道：“天天下大
雨，蔬菜价格还真是贵了不少呢。”

“青菜原来卖3至4元一斤的，

现在涨到五六元了，豇豆也涨了1
元左右，”农户蒋仙兰在第二中心
菜场周围卖菜已有一些年头了，她
告诉记者，受连续暴雨影响，种植
蔬菜的田地里“水满为患”，不少农
作物险些被淹，许多农民朋友家的
蔬菜产量大幅下降，所以，蔬菜市
场出现了“涨声一片”的现象。“天
气变化就是蔬菜价格变动的晴雨
表，往年雨季，蔬菜也同样会出现
价格上涨的情况。”

连日暴雨“灌溉” 蔬菜市场“涨”声一片

（上接第1版）

热情主动 搭好“暖心桥”
“阿婆，你血压有点高了，平时一

定要注意休息。”“阿公，平时饮食要
吃得清淡一点，别的一切正常。”……
利丰村的文化礼堂里人声鼎沸。同
心联盟志愿服务队医疗小分队带着
仪器设备正忙着给闻讯而来的村民
们进行各项常规身体检查。

“这几天我总觉得人不舒服，但
是去医院又不方便，没想到今天在家
门口就做了一个全身检查。医生说
我一切正常，就是要加强锻炼，这回

我心里总算是踏实了。”67岁的村民
董阿婆拿着报告单边笑边说。

公益先行，爱暖人心。记者了解
到，每月19日是汛桥镇的“侨爱”主题
活动日，以同心联盟志愿服务队为载
体，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侨帮志愿汇”系列活动，内容覆盖医
疗、法律、政策解读、帮扶救助等方
面，实现了常态化结对服务和志愿者
服务相结合，让本地侨胞在公益中实
现反哺家乡，实现自身价值。

爱的给予者也将会是收获者，
传递温暖的“心桥”一头通向百姓，

另一头也牵连着侨胞。汛桥镇出台
侨联干部连心制度，推行“一对一”
精准服务，发放“心桥”服务联系卡，
设立24小时服务热线，为侨界人士
提供社会救助、城乡医保、涉农补助
等预约上门代办服务。建立线上侨
家小院，畅通双方沟通渠道，以“侨”
架“桥”，打造线上线下、海内海外相
连的实时沟通平台。坚持从需求出
发，以侨属侨眷为切入点，主动深入
了解侨界人士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以服务贴心、以维权连心、以慈
善暖心，打造最有温度的侨界阵

地。开办“侨知识微学堂”，精心定
制菜单，打造接地气、精准化的侨文
化微课堂。通过定期开展侨法知识
讲座、家庭教育等培训课程，提升侨
胞综合素质，进一步以文化乡情凝
聚侨心、汇聚侨力。

“通过侨家小院这个载体，我们
的侨务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也因此
实实在在地拉近了汛桥侨胞心的距
离。下阶段，我们将强化联络联谊，
努力实现与侨界群众联系多一点、距
离近一点、关系铁一点，画大同心
圆。”汛桥镇党委书记郑海敏说。

（上接第1版）
“东拓南进、拥江发展”。目前，

临海正致力于将灵江风光带及汇港
河—灵湖—牛头山生态景观带和古
城风景区、三峰寺风景区、灵湖风景
区、牛头山旅游度假区，作为城市风
景旅游的重要发展基地，将“山的秀
美、水的灵动、城的精致”通过“二带
四景”完美诠释。

“灵江时代”：
通江达海大开发

2018年12月29日，灵江临海钓
鱼亭段，台州市椒（灵）江建闸引水

扩排工程（配套项目）正式开工。未
来，一座灵江大闸将在这里矗立，成
为灵江“十里画廊”的美丽起点。

进入新时代，临海市委、市政府
紧紧围绕“高质量建设活力品质幸
福临海”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改
革创新，开放兴市；转型升级，产业
强市；全域共建，品质立市”三大战
略，全力推进“沿海沿江开发、产业
创新转型、城乡品质提升、民生事业
共建共享、体制机制创新”五大行
动，奋力谱写着“两个高水平”建设
的临海篇章。

2014年 12月 26日，在明州62

号货轮的阵阵汽笛声中，头门港正
式开港。在临海市城市规划展览
馆，馆长卢洁指着规划图形象地比
喻，头门港就像一只巨型的机械抓
手，伸向蓝海准备“掘金”。

在头门港经济开发区，学校、医
院、城市综合体等生活服务设施正
逐步完善，昔日冷清荒芜的盐碱地，
如今已初步拉开新城框架，一座宜
业、宜居、宜游的现代化滨海新城加
速崛起。

在临海经济开发区，临海以灵
江建闸引水扩排工程为切入点，加
快灵江两岸开发，打造产业集聚带、

滨江城市带和休闲风光带，还千年
古城一江清水、创沿江两岸一派繁
华，构建“山海水城”新典范。

锚定头门港经济开发区、临海
经济开发区两大千亿能级平台，临
海以大湾区、大通道、大花园等为支
撑，以现代化湾区建设统领“再创民
营经济新辉煌”和“新时代美丽临海
建设”，推进港口大开发、产业大提
升、城市大发展，全力以赴打造“浙
江港产城湾一体发展示范区”，迈入
高质量发展轨道。

（原载《台州日报》6月30日第1
版，作者：陈 耿 罗浩榕 卢靖愉）

千 年 古 城 焕 新 姿

侨小院聚大力 架“心桥”连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