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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倾听

11月8日：阴转多云。 1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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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9日：晴到多云。 11～20℃
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娄宇红

崇和电影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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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7日《越域重生》 美 动作/惊悚/犯罪

11月8日《决战中途岛》 美 剧情/历史/战争

11月8日《宠物联盟》 国/德 喜剧/动画

11月8日《受益人》 国 剧情/喜剧/爱情

11月8日《我的拳王男友》 国 爱情/运动

11月8日《武林孤儿》 国 剧情

11月8日《玩命三日》 国 剧情/喜剧

11月8日《剩女觅爱记》 国 剧情/爱情

11月8日《小心“陷阱”》 国 喜剧

11月9日《致敬英雄》 国 剧情

11月10日《搭秋千的人》 国 剧情/家庭

《武林孤儿》：该片讲述了上世纪
90年代一所山区小城的武术学校里，
老师与学生们在军事化管理的压抑
氛围下努力共存着，直到新的文化课
老师的到来打破了宁静，引发了一系
列看似“不可思议”的事件。

《致敬英雄》：本片描写在国家应
急管理部领导下，大应急转型为主
线。一位母亲的家国情怀，爱子江山
子承父业，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执
行各种抢险救援任务，赴汤蹈火，用
汗水谱写忠诚，舍生忘死，用奉献诠
释青春，竭诚为民的感人故事。

《搭秋千的人》：基层石油工人
二哥柳焕荣,大半生坚守一线,退休
后却查出癌症。从荒漠回到城市
的他早已与社会脱节。面对妻子
的不习惯和女儿近乎冷漠的疏远,
生命将尽,徘徊在都市的浮华中，
柳二哥究竟命运如何？

新 片 推 荐

遗 失 声 明
●临海市上盘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遗失临海市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于2011年6月14日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331082576532229N，声明作废。

●临海市白水洋镇经济建设服务中心遗失临海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于2016年6月30日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本、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331082679574798J，声明作废。

近日，古城派出所组织人
员对辖区范围内的重点区域
开展不间断武装巡防，进一步
提升民警应急处突能力。民
警们在巡逻过程中还积极向
住户宣传安全知识，营造良好
有序的社会氛围，一起为创建

“无盗抢城市”加油助力。
金晓欣 金江发摄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下午3时至4时30分，临海市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陈新同志将在我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现场接听电话，听取关
于我市法治政府建设、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社区矫正以及法律服务等方
面的意见建议、受理群众投诉举报及相关政策法规咨询，欢迎广大群众届
时拨打12345热线电话。

临海市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
2019年11月3日

关于临海市司法局局长
接听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本报讯 日前，汛桥交警中队
设卡检查车辆时，一辆小货车驾驶
员竟然驾车冲卡逃跑，交警经过天
网数据追查，终将其抓获并移交汛
桥派出所。

当天15时40分许，汛桥交警
中队副中队长黄先林带队在汛桥
镇利丰村村口设卡检查车辆时发
现，一辆柳州五菱小货车存在多
次违法未处理、且车辆逾期未年
审的违法行为，随即示意驾驶员
茅某靠边停车。谁料，茅某假意
配合，却趁交警不注意，找了个机

会猛踩油门，强行冲卡逃跑，严重
危及执勤交警和周边车辆驾驶员
的人身安全。

对此，黄先林马上呼叫中队数
字勤务室值班人员，通过天网数据
平台，迅速锁定茅某的行车轨迹，
并通知前方青岭收费站卡点的执
勤交警留意这辆小货车。

谁知，茅某的车子即将行驶
至青岭收费站时，调转了方向，往
孔岙村逃离。交警再次根据其行
车轨迹，最终在沿江镇孔岙村一
农田旁发现该车。只是，车子停
在田边，车内却无驾驶人员。正
当交警联系人员前来拖车时，交
警许良庆在围观人群中发现了一
位“热心大叔”。只见他不停地张
望，并假装好奇地询问周边人发

生了什么事。
回想之前收到的信息，许良庆

认出了茅某，随即示意身边同事，
迅速上前将其控制，并移交至汛桥
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了解，驾驶员茅某，今年48
岁，家住温岭市箬横镇，属于温岭
市人民法院临控人员。茅某交
代，遇交警设卡，担心车辆因为多
次违法未处理、逾期未年审被扣
留，更担心自己被警察带走，于是
脑子一热就来了个脚底抹油，准
备一逃了之。在到达青岭收费站
时发现站口有交警拦截，又调转
方向往孔岙村逃离，把车停在山
脚下，弃车逃跑，以为这样就可以
金蝉脱壳。没走多远，茅某就看
见交警已经发现小货车。心有不

甘的茅某抱着侥幸的心理返回到
现场，混进人群，想了解交警如何
处理。谁知，他都没抬头，交警竟
一眼就认出了他。

目前，市公安局对其作出行
政拘留9日的处罚，在其行政拘留
期满后将移交给温岭市人民法
院。在此，警方提示：广大驾驶员
要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树立文明
交通的观念。当警方设卡检查
时，应当主动配合公安机关依法
执行公务。对阻碍执行公务的，
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进行处罚；对暴力妨害执行公
务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
酿成了更大的后果。

（张玲玲）

强行冲卡躲检查 疯狂司机终落网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为进
一步惩治虚假诉讼、“套路贷”违法
犯罪行为，依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今年以来，市
人民法院开展了集中打击虚假诉
讼、“套路贷”专项活动。11月5日
上午，市人民法院召开“双打”工作
新闻发布会，就该项工作开展以来
所取得的成果向社会公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以
来，我市人民法院建立健全相关工
作机制，加强与市人民检察院和市
公安局的沟通交流，增强打击虚假
诉讼、“套路贷”违法犯罪的共识，
发挥相互配合、分工合作的作用，
取得明显实效。

“通俗一点来讲，虚假诉讼是
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诉讼的手段
来得到违法或不法的目的，‘套路
贷’是一个从少到多的过程，比方

说对方以本金5000元钱，通过不断
地转换借条，或通过其他的违法手
段，使本金变成了5万元、50万元，
甚至更多。”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主任梁斌说。

今年以来，市人民法院将“双
打”工作纳入年度岗位责任制考核
和员额法官考评，在全院范围内形
成比拼专项行动工作成果的良好
氛围。伴随着民间借案协同治理
工作深入推进，刑事打击力度加大
等综合发力，今年1至7月，民间借
贷新收仅为 1547 件，同比下降
110%。同时，该院将22名自然人、
1家企业法人纳入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第一批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
并对社会公布，加大了对虚假诉讼
行为的打击力度。

“今年是‘双打’工作的攻坚年，
今年以来，我院对历年来的重点案

件，包括民间借贷、涉夫妻共同债务
等容易出现虚假诉讼的案件，以及
民间借贷有格式条款的借条、当事
人反映有‘套路贷’嫌疑的案件等，
进行了重新排查。”梁斌表示。

据了解，2016至2018年，市人
民法院共摸排发现涉虚假诉讼线
索120条，移送公安21件111条，虚
假诉讼刑事打击3件23人次，对当
事人处以罚款、裁定撤诉等案件21
件。2019年1至6月，移送涉虚假
诉讼案件线索1件1条（涉及诉讼
案件1件），移送“套路贷”案件线索
6件6条（涉及诉讼案件43件）。8
月份，根据王某涉黑犯罪案件，排
查王某民间借贷案件7件，并向市
人民检察院发出补充侦查建议书，
目前检察院已在调卷审查。此外，
该院对存在虚假诉讼、“套路贷”等
行为，但未达到构罪标准，对伪造、

毁灭重要证据（包括重大虚假陈
述）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作出处
罚。今年共民事惩诫罚款 5 件 6
人。

接下来，该院将继续狠抓重点
案件线索摸排，加强线索举报，梳
理信访申诉线索，仔细分析研判；
通过多平台，加强对“双打”活动目
的、开展情况、典型案例等宣传，实
现“打击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
果，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
持正常金融秩序，确保社会大局稳
定。“我们在立案大厅和公众公布
了举报电话，如果存在涉及虚假诉
讼和‘套路贷’情况的，也请当事人
积极跟我们法院反映，我们将根据
所提供的线索，积极采取相关工
作，加大惩处力度，依法惩治不法
行为，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梁斌表示。

打击虚假诉讼 打击“套路贷”

市人民法院 “双打”行动成效明显

路灯未装影响出行 已处理
10月2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月河路有一段路没有路灯，影响市民夜

间出行，建议合理安装路灯。

古城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属实。经我办工作人员了解，申请安装路灯需要由
所在社区上报，再由市路灯队审批进行安装。

垃圾清理车音乐扰民 已处理
10月29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每天早上4：00，环卫车到古城街道花街小区清理

垃圾时，车子播放的音乐比较响，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建议迁移垃圾桶位置。

古城街道办事处：反映情况属实。我街道环卫物业公司将会根据实际情况合
理安排垃圾桶的位置，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道路坑洼影响通行 已处理
10月28日，有市民来电反映，邵家渡街道前湾村一段10米长的道路出现多处

坑洼，情况已持续1年，影响通行，建议职能部门及时修复。

市交通运输局：反映情况属实。近期，我局会安排对该路面进行重新铺装。

本报讯 11月4日上午，桃渚
镇巾帼头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暨女性美好生活趣味运
动会在洞港知青文博馆举行。60
名巾帼头雁统一着知青服装，参观
知青史料馆，了解知青农场的建设
情况、历史背景，领略40年前知识
青年下乡锻炼的峥嵘岁月。

在党员头雁们共读党章、重温
入党誓词后，一场趣味运动会就拉
开了序幕。

“加油！加油！”文博馆“农村
广阔天地”广场上传来阵阵呐喊
声，连盘丰收队、桃渚文艺队、方山
芳华队等5支队伍参加趣味运动
会，进行了“善于接最烫的山芋”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
的骨头”和搬橘好丰收、吃橘庆丰

收等5项比赛。
在“善于接最烫的山芋”比赛

现场，中城飞跃队的杨娟两脚紧扎
马步，手抱小竹篮，身体略往前倾，
眼睛紧盯着对面搭档手中的山芋，
作好了应战准备。“咚！”“咚！”

“咚！”连续10个山芋，稳稳地接在
了手中的小竹篮，惹得周围的观赛
者直叫“牛，牛，牛！”

活动的组织者介绍，此次比赛项
目以《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论述摘编》中习总书记的
讲话内容为创意，新颖又别具意义。

据悉，洞港知青文博馆是全省
为数不多的知青文化展馆，是台州
市社科联理论研究基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1973年 12月，首批32
名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在洞港荒
芜的盐碱地上安营扎寨，他们几乎
全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大多不谙农
事，却以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的精
神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平整土
地，开河造闸，种植棉花、柑橘、水

稻等作物，还办起蜊灰厂、甲壳素
厂等，用年青蓬勃的朝气，换来了
农场的勃勃生机。

“巾帼头雁是妇女带头人，是村级
干部的后备力量。我们以寓教于乐的

方式开展主题教育，学习习总书记讲
话精神，同时体验‘青葱岁月 知青
芳华’，希望能凝聚基层女干部的力
量，共同建设美好桃渚。”此次活动
的组织者说。 （何丽琴）

桃渚镇 初心不忘使命记 巾帼头雁来竞技

图为活动现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进行时

◆平安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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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1月18日
1.停电线路：10kV连盘L181线
停电时间：8:00—12: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

桃渚镇：石桌塘村、屯峙村、新山村
2.停电线路：10kV梅游L395线
停电时间：8:00—15: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白水洋镇：祥里村、双楼村、后赵
村、王山头村、山岙村、临海市白水
洋纸箱厂

二、11月20日
1.停电线路：10kV许赤L354线
停电时间：8:00—12: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永丰镇：尹村村、蓼岸新村、临海
市蓼岸船用机械配件厂、中国安能
建设公司、应加运轧石场、临海市宇
宏建材有限公司、台州立华牧业有
限公司、临海市公路管理局、临海市
三狼橡塑有限公司

三、11月21日

1.停电线路：10kV梅游L395线
停电时间：8:00—15: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白水洋镇：井头翁村、前店村、台
州趣步体育用品厂、临海市爱康塑
料有限公司、临海市壬寅日用品有
限公司

四、11月22日
1.停电线路：10kV梅双L393线
停电时间：8:00—12: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白水洋镇：水晶坦村、东洋村、岩
门村、路岙村、界岭村、朱理胜厂

2.停电线路：10kV双园L389线
停电时间：8:00—12:5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

市白水洋镇：前洋村、通济堂村、荷
莲地村、双港村、水对郑村、新塘村、
临海市建敏弹簧厂、临海市下马溪
弹簧厂

咨询电话：95598
（电力服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19年11月7日

停 电 公 告

（上接第1版）
在创建工作中，该镇明确“一

户多宅”清理、“新违建”即查即
拆、项目带动等工作重点，实行
逐项整改。在此基础上，根据各
村实际做到先易后难、做深做
细、统筹兼顾。以铁腕手段拆除
存量违建，管控新增违建和拆后
土地利用，通过全面推进拆违整
治，在提升乡村颜值、带来经济
效益的同时，以更大力度、更实

举措保障改善民生，助推百姓居
住品质的提升。

“今年全市第一批‘无违建镇’
创建验收中，全市18个村验收通过，
其中上盘就占了9个。”上盘镇常务
副镇长吴欣俊告诉记者，今年该镇
共需拆除违法建筑28万平方米，目
前已经拆除18.5万平方米。“下阶
段，我们将继续发力，在全镇全域范
围内整村推进，创建‘无违建村’，最
终目标创建‘无违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