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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电影10月影讯
上映时间 片 名 国家（或地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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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 《始石疯暴》 国 动画/冒险
10月12日 《犯罪现场》 国/中国香港 犯罪
10月12日 《急速逃脱》 德 惊悚/犯罪
10月12日 《疯狂梦幻城》 国 动画
10月13日 《丑娃娃》 国/加/美 动画/奇幻/冒险
10月17日 《迟来的告白》 国 剧情
10月18日 《开国大典》 国 剧情/历史/战争
10月18日 《那一夜，我给你开过车》 国 剧情
10月18日 《双子杀手》 国/美 剧情/动作/科幻
10月18日 《航海王》 日 动画/冒险
10月18日 《我为兄弟狂》 国 剧情

《我为兄弟狂》：尽管父辈之间
有着陈年旧怨，可方艺、章疑和卢
启这三位性格迥异的富二代却一
起哭笑，成为了胜过同胞的兄弟。
但章疑与卢启为了一个女人争风
吃醋，拳击决斗，卢启重伤失去神
智，章疑入狱。而向来洁身自好，
被誉为三兄弟间正能量担当的方
艺醉酒后，竟然稀里糊涂地在酒店
招嫖，随即也被“请”进了派出
所。一时间，这三位富二代兄弟成
了这座城市里的笑话，而他们父亲
的公司也同时出现了危机。 这一
切是巧合吗？

《疯狂梦幻城》：在广阔的沙漠
之中有一座神秘的梦幻城，小伍、
雪儿和小米从小就生活在梦幻城，
三个小伙伴的梦想就是进入梦幻
森林，愿望即将成真，梦幻森林隐
藏着什么秘密？

新 片 推 荐

日前，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联合小芝派出所开展校园安保业务技能
全员培训活动，以此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学校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近百名教师和校园安保人员参加培训。图为巡特警大
队民警讲解防范技巧。 高再娇 张刚英摄

10月11日：晴转多云。 1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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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多云到阴。 19～28℃

发布部门：台州市德长环保
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19年 10月 11
日

现将台州市危险废物处置
中心焚烧系统四期工程项目审
批予以公示，公示时间自公布之
日起3个工作日，如有意见和建
议，向本公司反映，反映的方式
以来人或署名来信（包括电子信
函），对匿名方式提出异议的不
予以受理。

项目名称：台州市危险废物

处置中心焚烧系统四期工程
建设地方：台州市临海川南

医化园区现有厂区内
建设规模：处 理 能 力 为

100t/d 的焚烧炉一台及配套设
施

投资估算：项目总投资估算
约为12596万元

资金来源：所需建设资金由
业主自筹和商请银行贷款解决

邮箱：dcep@wfcz.net
传真：0576-85589595
联系电话：0576-85589691

台州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
焚烧系统四期工程项目审批公示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今年
“十一”黄金周正值新中国成立70
周年，虽然台风“米娜”小小“捣
乱”，导致长假的第一、二天全市景
区全部关闭，但是来自全国各地乃
至海外的游客仍然热情高涨，纷纷
涌进了古城临海。据了解，今年我
市“十一”黄金周旅游市场火爆，共
接待游客57万人次，旅游收入6.26
亿元。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分
别位居台州市旅游总接待量第 2
名、台州市2019国庆黄金周旅游总
收入第2名，星级酒店及农家乐客
房出租率61.6%，热点景区及乡村
旅游城乡两旺。同时黄金周期间
旅游“零投诉”，未发生任何旅游安
全事故，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
效益”四统一。全市人民和广大游
客度过了一个欢乐喜庆、丰富多彩
的国庆假期。

随着“快旅慢游”理念的不断
深入、旅游服务体系与交通脉络的
日趋完善导致的短线游市场需求

旺盛，散客化、同城化趋势也逐渐
增强，游客出游方式多样化凸
显。其中自驾车旅游强势增长，
自驾游以短线游、休闲游及无景
点旅游居多。与往年相比，散客
自助游、家庭朋友组合游大量增
长。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少数传
统的跟随旅行社出游外，今年黄金
周散客出游比例高达总游客量的
90%以上。

同时，为营造节日氛围，让游
客充分体验到“文化旅游”精髓，各
景区根据自身特色资源，推出各类
节庆活动，为假日经济锦上添花。
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不仅推出了
隐市临海十二时辰、府城文化系列
展演活动、非遗文化系列展演活
动、遇见她喜爱绽放府城味道、红
色电影周等活动，其中新增的东湖
喊泉、休闲驿站、长城望远镜等景
观吸引了不少眼球，接待游客高达
46.07万人次。而另一边的灵湖景
区也为游客准备了非遗演出、临海
剪纸传承活动、致青春回溯旧时光
——70、80的回忆等丰富的文化盛
宴。江南大峡谷景区则推出漂流+
提子采摘优惠套餐迎来了一波节
日高潮，景区内的哈哈滑草场再次
翻红成了亲子游的“热门地”。羊

岩山茶文化园里的体验采茶制茶、
磨豆浆、养生吐纳、露天电影等活
动好评如潮。在全民出行的带动
下，假日经济持续升温，全市旅游
饭店、大型商场、商业步行街、特色
餐饮、休闲娱乐等场所消费需求旺
盛。

释放工作压力、寻找乡愁，乡
村是绝佳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城市居民前来休闲度假。民宿
1.0 向 2.0 的华丽变身，也进一步

扮靓了乡村旅游。黄金周期间，
我市乡村旅游再次显示出了巨大
的魅力，瓜果采摘、观赏乡村美景、
品尝农家小菜、体验农耕生活深受
市内外游客欢迎。括苍、尤溪、小
芝、河头、桃渚、涌泉、邵家渡等镇
（街道）凭借自身旅游资源、农家乐
经济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消费。丰富的旅游资源，多样的
乡村旅游产品，有效带动了农民
增收。

“十一”黄金周 我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全市各旅游景区（点）共接待游客57万人次，旅游收入6.26亿元

85111333851113332424小时新闻热线小时新闻热线：：

◆民情直通车◆

本 报 讯
近日，家住望
江 门 一 带 的

84岁老人马月香让其儿子陈德兵联系到本报记者，希望借
本报一角，感谢“利奇马”台风中，救了她的诸多好心人。

8月10日下午，台风“利奇马”过境，望江门一带一片汪
洋。眼看着洪水漫进屋内，满上二楼，再渐渐没了床铺，住
在望江门某佛殿里的马月香老人和其护工陈春芬慌了起
来。“四处无人，水越涨越高，儿女又不在身边，这可怎么
办？”情急之下，护工陈春芬不停地拨打电话，向马奶奶的儿
女求助。可不巧，在联系的过程中，陈春芬的手机落了水。

见母亲那边断了音讯，马奶奶的儿女们都急得团团
转。儿子陈德兵萌生了“游泳过去救母亲”的想法，却被众
人打消了；女儿陈杏连又是拨打市长热线，又是发朋友圈，
扩散母亲和护工两人被困的信息，希望附近的救援队能向
她们伸出援手；而马奶奶的其他4位儿女则因无信号而失
去了联系……“我当时很着急，已经要哭出来了，”想起当时
的情况，女儿陈杏连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水很大，我在二楼，腿部有疾，行动不便，只能躺
在床上，脸都贴着水面，全身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再多喝
几口，我就会有生命危险，”马奶奶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
下，她内心十分焦急，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我怎么也没想
到，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还能活下来。”

这暖心的事虽过去好久了，但马奶奶却一直挂在心
头。她嘱咐儿女，一定要好好感谢这些“英雄”。“他们是我
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们，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马奶奶
说。

为了圆母亲的心愿，连日来，马奶奶的儿女们也一直在
寻找“好心人”的讯息。经多方打听，他们了解到，台风天
里，这场关于母亲的“生死营救”，是由古城街道相关干部、
伏龙村村民吴卫松等人和台州高速交警二大队民警合力完
成的。

当时，接到陈杏连的求救热线，古城街道组织委员陈永
满一边稳定其情绪，一边通知正在救援的吴卫松和其一起
前往望江门。但是由于当时市区水位过高，驾船过去需要
耗费好多时间，陈永满和吴卫松等4人便就近拦下一辆大
车，载着船只，赶往望江门一带。而同时，台州高速交警二
大队民警王临也接到了同事电话，迅速赶到现场。到场后，
王临一边通过微信，和马奶奶的家属确定老人被困位置，一
边大声呼喊，仔细排查，最后终于听到了几声微弱的呼救
声。这时，吴卫松的船只正好经过，王临向他们指明了老人
被困的方向。被成功救出后，马奶奶被抬上附近的高速，并
由高速养护作业人员负责送往黄岩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近日，马奶奶的儿女们制作了三面锦旗，分别送往了古
城街道办事处、台州高速交警二大队以及吴卫松的家中。
但面对这一家人的感谢，参与救援的“英雄们”均表示，这是
他们应该做的。 （蒋超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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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内红旗鲜亮，节日氛围浓厚，游人如织。 林 洁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范》等有关规定，我局拟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批前公示

临自然协让[2019]1号

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19年10月11日至2019年10月16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项目用地有

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反映。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

依照相关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办理供地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利用科

单位地址：临海市人民路299号

邮政编码：317000

联系电话：85112056

联 系 人：蔡先生 潘女士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1日

土地坐落位置
宗地编号
土地用途

总面积（㎡）
出让面积（㎡）

容积率
地价（元/㎡）

出让金总额（万元）
意向用地者

项目名称

备注

浙江头门港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与北洋二路交汇西南角
331082113100021

仓储用地
20948
14887≤2.0

527
784.5449

临海市上盘管道燃气有限公司
临海市上盘管道燃气有限公司上盘北洋工业区管道天然气工

程迁建项目
该项目系同规模异地搬迁安置项目。

因金台铁路头门港支线工程施工，需要对临海市上盘管道燃气

有限公司的上盘LBG储配站进行异地搬迁。

土地来源
开发程度

代征道路绿化（㎡）
绿地率

出让年限（年）

存量建设用地
熟地
6061≥10%
50年

话使命谈初心谈初心谈初心谈初心·

“思想引领方向，使命凝聚力
量。作为临海人民健康事业的‘守
门人’，我们必须担当作为，以‘初心
使命’引领，以‘健康临海’引航，以
实干实绩实效为人民谋健康，为健
康谋发展。”市卫健局局长丁畅宝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丁
畅宝说，市卫健局始终坚持“履职
尽责、甘于奉献”的工作初心，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组织开

展“学原文·悟初心”专题学习等系
列活动，深学细照，以上率下，示范
引领，确保主题教育深入人心。选
派精干力量，抽调31名行风督查
员，构建作风监督网络，开展正风
肃纪明察暗访，确保自身查摆到
位，问题检视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人民健康，是医者初心。丁
畅宝表示，市卫健局始终紧扣健
康临海建设“一个中心”，着力医
共体建设、深化医疗卫生服务领
域“最多跑一次改革”“两个推

进”，促进医疗质量、保障水平、服
务能力“三个提升”，全力建设健
康临海。狠抓行业整治，补齐短
板弱项，不断丰富健康内涵，健全
健康机制，全力做好国卫复审和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打造健康浙
江示范区。

“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是卫
健人的坚实使命。丁畅宝说，市
卫健局将组建“健康卫士”巡回医
疗服务队，开展进村入企下基层

“三服务”“优质医疗服务基层行”

工作，打好救灾防疫保卫战，做好
家庭医生签约，加快民生实事落
地，全力推进可疑患儿心脏超声
检查、45至70岁低保人群胃癌免
费筛查、60岁以上老人流感疫苗
免费接种、适龄妇女免费“两癌”
筛查等民生实事。

初心永驻使命在肩，矢志不渝
砥砺前行。丁畅宝表示，卫健系统
全体党员干部将始终心系人民健
康，带着使命和感情，做好健康临
海“守门人”。

当好党和人民的健康“守门人”
——访市卫健局局长丁畅宝

□本报记者 孙海康

“新时代大洋街道党员干部的
初心使命，就是实干为民，勇抓落
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大洋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钊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大洋街道将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
围绕市委、市政府“抓产业、强实体、
重担当、促落实”部署，大干苦干、攻
坚克难、奋勇争先，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自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大
洋街道结合实际，持续开展了基层
党支部书记轮训、理论中心组“学原
文·悟初心”专题学习、70周年献礼
文艺演出、重温入党誓词等系列活
动，特别围绕2004年习总书记在大

洋社区调研时予以充分肯定的“民
思我想、民困我帮、民求我应、民需
我做”的服务理念，开展了“初心为
民、使命担当”活动，进一步抓好理
念培育、积案处理、民情走访、岗位
承诺等系列行动，让主题教育深入
人心。

当前，大洋街道的发展正处于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
建设“创新发展先行区、现代城市
中心区、生态宜居示范区”的重要
阶段。张钊说，我们将切实发扬

“真心为民、勇于担当、克难攻坚、
善做善成”的大洋作风，将主题教
育与“深化三服务、四进破难题”
有效结合，深入基层一线，苦干实

干，切实把主题教育的成果转化
为大洋发展的强劲动力。

世间事，作于细，成于实。张
钊表示，大洋街道将聚焦优化升
级，重点抓好伟星、永强、亘古电
缆等企业技改项目实施，依托科
创中心、小微企业创业园、总部经
济商务区等平台，培育一批优质
企业，不断做强实体经济；聚焦攻
坚破难，全力推进塘里、桑园、国
庆、丁家洋城中村改造，加快柏叶
路、大洋路建成通车，确保台州医
院新院区、市委党校、市一医院等
项目顺利实施，不断提升
城市形象；聚焦城市治
理，统筹推进三改一拆、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平安建设等各项工作，不
断改善人居环境；聚焦民生发展，
高效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以群众的获得
感检验初心，以重点项目的推进
锤炼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张钊
说，大洋街道全体党员干部将始
终保持只争朝夕、实干争先、奋发
作为的精气神，将初心书写在高
质量建设大洋新城区、为大洋人
民谋幸福的征程上。

实干为民践初心 勇抓落实显担当
——访大洋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钊

□本报记者 孙海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