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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两战双赢”

3月26日：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 1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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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13～26℃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破了新春的安宁，让2020年开始得
异常艰难。

“希望咱们新居民也能行动起
来，助力打赢防疫攻坚战。”1月29
日，临海市新居民志愿者的微信群
里多了一条特别的通知，呼吁在临
海的新居民积极参加各自辖区的疫
情防控工作。

一呼百应，诸多新居民志愿者
纷纷表示愿意加入这场抗疫战斗
中，周冬梅就是其中一员。

四川籍新居民周冬梅2010年
来临海工作定居。这次防疫志愿活
动，她毅然将两个孩子“扔”给爱人，
来到志愿队安排的古城街道白云社
区参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

“特殊时期，请您减少外出，外
出一定戴好口罩……”防疫志愿工
作远没想像中顺利。刚开始的几
天，很多居民对于防疫工作人员的
工作不配合，不愿戴口罩，也不愿在
家待着。周冬梅就和同行的工作人
员一起耐心劝导，碰到四川籍的居
民，用一口亲切的乡音安抚他们的
情绪，让他们放下心理负担，安心在
家做好隔离，配合做好疫情防控的
各项工作。

“如果有需要的地方，尽管打我
电话……”防疫期间，周冬梅不仅是

“宣传员”“疏导员”，还充当起“清洁
员”和“跑腿员”。除了配合社区开
展防疫宣传工作，她还负责起小区
内被隔离人员生活垃圾处理，并代
买生活必需品、药品，帮助他们顺利
度过隔离期。

从1月30日开始，周冬梅就这
样在小区日夜连轴转，开展服务30

余次。随着疫情的发展，周冬梅虽
也担心远在老家的亲人，但也只能
在难得的空隙里和家人视频联系，
可每次没说上几句就会被志愿服务
工作打断。

防疫一线的志愿工作存在风险，
新冠肺炎的潜伏期有14天，完全不
知道被隔离人员会不会最终被确
诊。作为志愿者，周冬梅的防疫装备
也仅仅是一个普通医用口罩和一副
一次性pvc手套。当记者问周冬梅害
怕吗？她坦言一开始有点担心。“好
在社区提前为我们做了防疫培训，充
分了解后就没觉得那么恐怖了。”周
冬梅对记者笑谈道。

“这并不是周冬梅第一次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负责这次志愿服
务活动的市新居民事务中心服务
科科长吴耀辉告诉记者，很多参
加志愿服务的新居民最初是为了
积累积分，但是这次防疫志愿服

务，包括周冬梅在内的很多新居
民的积分其实已经满了，但是大
家依然乐当“第二故乡”的抗疫

“使者”。
从2019年初加入新居民志愿

队，周冬梅和她爱人每天的日程都
安排得满满当当，除了上班就是从
事公益服务。不管是交通劝导还是
创城保牌，抑或是爱老尊老等志愿
活动，都能看到周冬梅忙前奔后的
身影。

“临海是我的第二个‘家’，非常
时期，我有责任和大家一起出份
力。”周冬梅说，这个春节，注定是难
以忘记的。

在这场全民抗击疫情的战“疫”
中，一个个像周冬梅一样的新临海
人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第二故乡，
虽星星微芒，必汇聚成光。我们坚
信，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将迎来
战“疫”的胜利。

防疫线上的那抹“异乡红”
□本报记者 李萍娟

本报讯 （记者谢希）3月，春
光明媚。位于赤城路与天宁路交叉
处的搬运工会旧址上，机器声轰鸣，
工人们忙碌施工，一番热火朝天的
场景。

市文旅集团工程建设部科长陈
睿介绍，此处进行的是紫阳剧场综
合体项目。受疫情影响，工程停止
了施工，自2月18日复工以来，他们
增加人手，加班加点，在保证工程质
量的前提下，力争把耽误的工期抢
回来。目前，在现场作业的有30余
名工人，工程主体已结顶，预计4月
底完成整个主体建设。

“建成后，我们计划将其打造成

临海演艺的新地标。”陈睿告
诉记者，紫阳剧场综合体项目
是紫阳街历史文化展示区二

期改造工程的其中一项。2017
年，市文旅集团顺利完成了一期
改造工程，建成了千佛井广场、旅
游接待区、艺术工坊区等业态。
为进一步提升景区品质、丰富景
区内涵，去年又启动了二期改造
工程，总投资1500万元，规划用地
面积约1800平方米，共5幢建筑，
拆迁房屋面积约 1800 平方米，回
建面积约1600平方米。紫阳剧场
综合体项目以紫阳小剧场和室外
舞台为核心，建成后将承担台州
府城文化旅游演出的功能，定期
表演非遗项目、民俗活动，举办各
类特色演出。

把耽误的工期抢回来

紫阳剧场综合体项目加速推进

本报讯 3月20日，台州市金明
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经办人马女士领
到了由我市市场监管局现场发放的
一套企业公章和电子营业执照。这
是自台州推行商事登记“全市通办”

服务新模式以来，我市发出的台州首
张跨县（市、区）审批的营业执照。

“太方便了，没想到现在可以跨
县（市、区）办理营业执照了！”该公司
负责人金先生激动地表示，“原先办

理公司只能在属地行政服务窗口受
理申请，疫情期间要两地奔波非常不
便，现在台州范围内可以就近选择受
理窗口办理，我们在手机电子平台上
就能申报操作，真是省时又省力。”

据悉，该公司以畜牧养殖和饲料
经营为主，经营地址在三门县，因企
业异地办理商事登记业务不便，公司
负责人想就近选择登记机关申请公
司登记。金先生委托马女士前往临
海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咨询，在市场监
管窗口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依托
企业开办全程电子化平台进行全流
程网上申报，在电脑端提交申请材
料，属地局第一时间进行受理，在登
记平台接收到材料后30分钟内予以
办结，属地局在办结当日将营业执照
以快递形式送至企业指定地址。

为升级商事登记按照属地管辖
权进行受理申请的传统模式，我市

市场监管局率先打破地域限制，推
行“一网通办，异地可办”的行政审
批服务新模式，打造“异地申请、属
地审核、协同办结”全流程闭环，实
现企业商事登记跨县（市、区）通办。

“我们设置了‘全市通办’专项
受理窗口，为申办人提供一对一指
导服务，在台州市局的业务指导和
兄弟县市的全力协助下，最终实现
商事登记全市2小时内办结。”市市
场监管局行政审批科科长张溢表
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如需办
理设立、变更等跨县市的商事登记
类审批事项，可选择临海市行政服
务中心和东部行政服务中心商事登
记综合窗口申办这项业务。”

据了解，下阶段，该局将进一步
优化全市通办的便民新模式，营造
方便、快捷、高效的市场准入环境。

（王 科）

我市发放台州首张跨县（市、区）审批营业执照

3月，草长莺飞，春暖花开，
市民迎来出门赏花的好时光。
连日来，我市各景区的樱花陆
续开放，一簇簇浅粉色花朵吸
引了市民四面八方赶来赏花、
拍照。台州府城墙下，处处可
见市民用手机、相机记录春日
樱花美景。

“古城墙下樱花开，这幅场
景实在太美。为了能在樱花季
拍一组浪漫唯美的写真，我和
男朋友提前两个月就和摄影师
约时间了。正好这几天阳光明
媚，花开正盛，我们就在春景里
定格美丽瞬间。”正在樱花树下
拍照的市民小褚说。

张 韵摄

每年的春分、秋分被定为台州市垃圾分类宣传日。3月24日下午，
市垃圾分类办在灵湖广场举办“春风桃李花开日 垃圾分类行动时”主
题宣传活动，通过“百发百中”“圈圈点点”“垃圾回家”小游戏及垃圾分
类知识宣讲等形式，向市民传递生活垃圾分类理念，呼吁更多市民参与
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 陈烨冰 蒋超颖摄

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娃娃鱼学名大鲵，
是国家二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也是世界上现
存最大的、最珍贵的两栖动物。近日，白水洋镇
一名村民在永安溪边意外发现一条受伤的娃娃
鱼，他告知了白水洋派出所民警，最后在市港航
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将这条
娃娃鱼成功放回大自然中。

3月24日上午，在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
局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这条被救回的娃娃
鱼。它全身呈暗黑色，体长约70厘米，重约3.5
公斤，全身布满擦伤的痕迹，前右脚趾因受伤严
重腐烂，被暂时养在水盆中，且未佩戴身份标志
码。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水产技术推广站
技术人员先用高锰酸钾擦洗娃娃鱼受伤部位，
再通过二氧化氯对其进行体表杀毒，随后将其
带至牛头山水库保护区进行放生。

“牛头山水库水源水质非常好，山间溪流
多，娃娃鱼就喜欢这样水质清澈、人烟稀少、非
常安静的生活环境。”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
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徐志敏说。他在此也呼吁
广大市民若发现娃娃鱼等野生保护动物，不要
随意杀戮或丢弃，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或渔政部
门报告，共同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行动中，为营
造优良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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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蒋超颖）3月
22日至28日是第33届“中国水
周”。为积极响应节水号召，丰富
学生疫期居家科学课程学习内
容，近日，台州初级中学举办了一
场学生节水实践活动。

“洗完菜的水可以用来浇花”
“衣服集中洗涤可以省很多水”
“洗澡间隙要及时关水”……自3
月10日接到学校布置的居家节
水实验任务起，该校八（6）班学生
陈涵就开始认真观察自家每日用
水情况和家人日常用水习惯。制
定出节水方案后，他化身“节水指
导员”，及时纠正家人用水时的不
良习惯，并乐于将自己归纳的节
水小妙招分享给身边的人。

通过方案实施前后家里用水
量的对比，陈涵发现了节水的好
处。他说：“刚开始做这个实验的
时候，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活动、一
项作业。做完实验后，我感受到
全家人的节水意识都增强了。水

是生命之源，节约用水，需要我们
每一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活动顺
利开展，3月初，台州初级中学校
团委和八年级的科学老师就开始
商讨此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他
们最终选取了近30名学生作为
首批节水实践试点对象，并通过
网络平台对学生实验中所遇到的
问题开展实时指导和讲解，以取
得更好的实验效果。

“这是我们利用学生居家学
习的机会和网络教学这个平台开
展的一次活动，也是我们将科学
课堂向课外延伸的一个有益尝
试。活动中，学生的表现带给我
很大的惊喜。”台州初级中学八年
级年级组长、科学教师杜理源说，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总结这次活
动经验，并在校内推广，希望更多
学生参与进来，一起影响其家人、
朋友、邻居，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到节水行列中。”

台州初级中学

居家科学实践“亮”出节水妙招

本报讯 我市一年轻女子因
家庭琐事一时想不开，深夜走入
洛河欲轻生。幸好大洋派出所民
警及时赶到，将其成功救上岸，并

“花式”劝导，及时化解危机。
3月22日23时左右，市民王

先生在家附近的洛河钓鱼，钓了
一会，发现一名年轻女子往河里
走去。“不好！有人轻生。”王先生
心里咯噔一下，立即呼声制止并
报了警。

大洋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民
警褚一吕和同事以最快速度赶到
了现场。通过微弱的灯光，褚一
吕看见轻生者站在没到大腿的河
水里，情绪激动地打着电话。

“趁女子打电话没注意，我同
事马林强拿着救生圈把她套住，

拽了回来。”褚一吕讲述营救过
程。

经了解，该女子姓张，老家贵
州，嫁到临海。当晚因琐事和丈
夫争吵，一时冲动产生轻生念
头。褚一吕将其救上岸后，察觉
女子的情绪仍不稳定，他不顾赤
脚、满身污泥，开始对轻生女子进
行“花式”劝导：“做这事情之前想
想孩子，老公就不要想了，孩子才
是最关键的……你这种情况跟我
老婆一样的，白天上班，晚上回来
带娃，像我这种工作性质24小时
不着家的，就别去管了……对不
起男人无所谓，千万不要对不起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在褚一吕和同事的轮番劝导
下，该女子放弃了轻生的念头，随
后褚一吕又将她带至医院检查，
确认其身体无碍后，联系她的朋
友将她接回家。

（杨灵叶）

女子深夜跳河
民警下水救回

图为施工现场。 谢 希摄

图为领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