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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和系列影院
公益专场观影活动

照耀初心，“影”来曙光。
继影院工作者 180 天艰难坚
守，低风险区域影院全面迈入
营业恢复期。为激发观众观
影热情，助力影院高效回归，
临海崇和系列三家影城与时
代院线携手共同举办公益专
场观影活动。

观影对象：
临海崇和影城、临海崇和

大洋影城、临海崇和江南影城
向抗疫医护人员、市优秀共产
党员、市级劳动模范、市先进工
作者、部队官兵及困难群众开
设公益电影专场，提供免费观
影（需出示相关证件）。

活动时间：
7月 20日至8月31日（每

天开设1至2场公益专场，具体
以各家影院开放的场次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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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多云到阴，有时阴有阵雨。 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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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级环境保护督察要求，按照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台州
市整改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开展省级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销号工作的通知》[2019]5号文件相关规定，现对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意见（问题编号10）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公示。

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10）
整改完成情况公示

如有异议，请联系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电话：0576-85389625
联系地址：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管科

反馈问题 

台州市环境保护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未按《台州市矿山
粉尘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规定，对 31 家未通过环
评审批或环保“三同时”验收的矿山企业停产整治，并给予
了年检通过；除G20峰会期间外，两部门没有按规定对
矿山企业开展抽查。 

整改目标 全面完成矿山环评审批或环保“三同时”验收工作。 

整改措施 

对未通过环评审批或环保“三同时”验收的矿山企业进行
停产整治，补批环评审批或环保“三同时”验收手续方可复
工生产，建立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加强对矿山的日常监
管。 

整改完成情况 截止到 6月 29日，临海市 9家矿山已全部完成环保“三
同时”验收。 

�

本报讯 （记者卢呈橙 通讯
员钱超群）近期，市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涉及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
纠纷案件，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均
为50多岁的农村妇女，庭审中，双
方一副血海深仇的样子。可谁能想
到，事情的起因竟是一只鸡。

李某与王某是邻居，多年来邻
里关系也算和睦。2019年年初的一
个早晨，李某像往常一样在自家后
门养鸡的小屋里喂鸡，突然看到邻
居王某家的一只鸡跑过来吃鸡食，
她就将这只鸡赶回了王某家，并告
诫王某要管好自己的鸡，不要让鸡

跑到她家来。
王某觉得鸡跑来跑去很正常，

认为李某小题大做，立马回怼：“人
也可能乱跑，何况是鸡呢，你太小心
眼了。”

“你家的鸡跑到我家来了，你还
有理？”李某一听顿时来了气，双方
为此激烈争吵，最后演变为咒骂。

突然，王某就近拿起一把一米
多长、四五厘米粗的棍棒朝着李某
头上猛击。李某反应不及无法逃
跑，只能本能地用右手挡在自己头
前，但依然未能幸免，头部及手部均
遭到棍棒击打，当场头破血流，倒地
不起，不断哀嚎。幸好王某丈夫及
时赶到，阻止了王某。

当天，李某被紧急送往台州医
院治疗，经诊断为头部外伤、右拇指

掌指关节籽骨骨折，进行了右手掌
指关节籽骨切除术，花费医疗费万
余元。王某因故意用棍棒殴打他人
被公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5天的行
政处罚。

事情到了这里还没结束。之
后，李某向王某讨要医疗费、误工费
等经济损失，王某觉得是李某先没
事找事，自己已被拘留了5天，无需
再赔钱。双方为赔偿问题协商不
下，李某只好诉至法院。

庭审期间，原告李某怒不可遏
地指责被告王某，王某情绪激动地
表示：这事要怪只怪李某心眼小、话
多、嘴碎。考虑这是一起邻里纠纷，
双方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为了达
到真正的定纷止争效果，承办法官
庭后对双方进行调解。

法官表示，公民的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王某因邻里
纠纷用棍棒击打李某，致其头部、手
部受伤，作为侵权人，理应对李某合
理的经济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被公安机关拘留是行政处罚，不
能以此减轻或免除应承担的民事赔
偿责任。李某在矛盾发生时未保持
冷静，谩骂对方导致矛盾扩大，自身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做邻居这
么多年，什么事不能商量呢？打得
头破血流，事情就能解决了吗？”通
过法官调解，见面就吵的两人终于
偃旗息鼓，表示认识到自身存在的
过错，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同
意由被告王某承担 70%的赔偿责
任，王某当庭将款项交付给了李某。

邻居俩打得头破血流 起因竟是一只鸡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平安临海◆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儿童的交
通文明和安全意识，确保他们过
一个平安快乐的暑假，近日，市交

警大队白水洋中队联合当地妇联走进白水洋桃源村，开展以“守护儿
童，牵手共成长 ”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讲座活动，为孩子们送去文明
出行常识，还手把手传授如何正确戴安全头盔。 丁晓飞 王临嘉摄

本报讯 （记者金玮玥）自从入伏以来，为
了帮助户外工作者消解暑意，我市各地涌现出
不少免费凉茶摊。这两天在白塔社区，一支由
退休党员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也支起了凉茶摊，
大家发挥余热，服务市民。

昨日，在白塔社区心灵驿站门口，志愿服务
队队员们早早摆出了凉茶摊装备。煮好的凉茶
里有藿香等草药，清凉解暑，刚端出来，就引来附
近的环卫工人。吴大叔负责巾山实验小学前的
道路清扫，入夏后，他每天早上4时多就开始干
活，凉茶摊成了他每天短暂休息的地方。“我在这
里扫地4年多了，凉茶摊从前年开始摆，送了好
几年凉茶了。在这里休息一下喝口茶，我扫
地都有劲了。”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

据了解，这个凉茶摊是白塔社区和市退
休职工学习协会共同组建的，志愿者都是退
休党员。每年七八月，他们就固定在这个心
灵驿站服务点煮凉茶，为环卫工人、过往行
人、外卖小哥提供凉茶。

“心灵驿站是我们社区的一个党员服务
站，是社区专门为党员和居民搭建的一个服
务平台。我们在这里设立凉茶摊已经3年了，
希望通过退休党员们发挥余热，为周边的环
卫工人、居民送上一份夏日里的清凉。”白塔
社区党总支书记朱威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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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七月
的古城群星汇聚，格外热闹。7月
29 日，不仅有浙江卫视首创治愈
系文旅探寻体验真人秀《还有诗
和远方·诗画浙江篇》来临海录
制，当晚还有再望书院邀请的恒
星乐团过来举办“城下乐事”露天
演奏会，掀起古城的一波音乐高
潮。

晚8时，露天演奏会在夏日的
夜风中徐徐拉开帷幕。台上乐团成

员默契配合，热闹的开场曲宣布演
出正式开始。台下，200个观众席座
无虚席，大家陶醉在音乐带来的美
妙世界里。不少观众带着专业摄像
机，支起三脚架，全程收录这场精彩
演出。

“在长城下听音乐会，这个创意
太棒了。恒星乐团的风格我特别喜
欢，之前在网上关注过他们，这次听
说他们来临海了，我立马买了票来
看。”市民许小姐是恒星乐团的忠实

粉丝，谈起喜欢的乐队她心情激动。
恒星乐团团长范晔告诉记者，

此次他们为临海市民带来10个演
出曲目，有改编的歌曲，更多的是原
创曲目。他们在临海住了近一周，
发现这座城市“新”“旧”巧妙交融，
与他们的创作理念不谋而合，激发
了他们极大的创作灵感。在临海的
这几天，他们还在龙兴寺、东湖等地
取景，拍摄了一支MV,不久后会和
大家见面。

当前，我市台州府城文化旅游
区5A创建如火如荼，像“城下乐事”
这样的文化活动不断涌现。而这背
后少不了众多热爱古城、热爱文化
的青年力量的鼎力支持，再望书院
就是其中一分子。

“接下来，我们会把更多年轻人
喜欢的艺术家请到这里，以临海为
基地，通过沉浸式创作，为临海的艺
术宝库填充更多的精彩作品。”再望
书院负责人谢然羽说。

“城下乐事”掀热潮 青年力量续文脉

近日，临海农商银行城关支
行工作人员来到崇和门广场，开
展人民币知识宣传活动。通过
发放宣传折页、案例分享、现场
人民币防伪特征展示等形式，向
市民详细讲解人民币知识，通过
传授“看、摸、听、测”的识别方
法，帮助市民掌握防伪特征，增
强民众防范假币意识，并引导大
家将所学知识带到家庭、单位，
在全社会营造爱护人民币、净化
人民币、依法使用人民币的良好
氛围。

尹 潆 王 迪摄

三伏天，热浪滚滚。义城港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一个身影在河面
上来回穿梭。

7月24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
江南街道的义城港，才上午8时30
分，被烈日炙烤的大地就已释放出
灼人的热气。此时，河道保洁员周
才元早已完成了第一轮的河道清理
工作。

从事河道保洁工作5年来，每天
上午的5时30分至10时30分，下午
的1时至4时30分，周才元都要和同
事们一起，划着船，在蜿蜒的义城港
河道里打捞垃圾、枯叶、浮萍等漂浮

物，清理河道可谓风雨无阻。
虽然昨夜下了一场大雨，

却没有送来一丝清凉。阳光照
在河面上，泛着刺眼的白光，连

河面上送来的风都是热的。由于大
雨的冲刷，从义城港上游下来的水
葫芦比往日多了几倍，增加了河道
保洁员们的工作量。

小船上没有遮阳设备，周师傅
戴着一顶草帽，撑着船桨在河面上
缓缓前行，看到水面上漂浮着的水
葫芦或垃圾，就动作熟练地挥着长
杆，把它们一一打捞至“船肚”。打
捞水面垃圾，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
个技术活。垃圾湿水后重量增加，
打捞起来很费劲，尤其是夏天，水
草、浮萍等水生植物繁殖速度惊人，
往往一片水域刚打捞完，转天水草

又长起来，必须反复打捞，有时一天
能捞出十多船的垃圾。

烈日下，汗水不断渗出，浸透了
周师傅的衣衫。除了河面上的垃
圾，河两岸也是周师傅他们的清洁
范围。巡河过程中，周师傅发现河
岸边的一处空地上有塑料瓶和垃圾
袋等，他赤脚跳上河岸，踩着淤泥，
沿着河岸将垃圾一点点捡拾起来。

“我们每天工作8至9个小时，
虽然天气热，但工作却不能马虎，每
次看着清理干净的河道，我心里就
特别舒服。”周才元告诉记者。

他们就是这样顶着骄阳，勤勤
恳恳，精心打理自己负责的每一处
河道。小木船经过之处，河道变得
干净、美观，而周师傅他们的船上，
垃圾也越堆越高，他们划桨的动作

也变得越来越吃力。卸下满满一船
水草和垃圾后，他们顾不上休息，又
一起往河道中央驶去。

前方的桥底，是周师傅唯一的
乘凉处。他将船划到桥底下，借着
难得的清凉，喝上几口自带的茶水，
摘下草帽扇扇风。但只休息了片
刻，便又划着小船，继续清理河面。

高温作业，保洁船上的温度高
达40多摄氏度，周师傅他们却坚守
岗位，没有一丝懈怠。江南街道为
此送来了“清凉大礼包”，让他们感
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多年来，保
洁员风雨无阻保洁河道，得到了大
家的认可，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关心，
高温时节，我们为他们送上毛巾和
避暑药等表达关心。”江南街道“五
水共治”办工作人员殷爱军说。

守护烈日下的碧水清波
□本报记者 丁卉灵

本报讯 （记者金露妮）为了让
暑期在临海的少数民族外来务工
子女感受到更多关爱，度过一个安
全有趣的假期，7月27日上午，市少
数民族联谊会、大洋派出所来到回
归小学，开展“关爱少数民族外来务
工子女”系列活动。

在回归小学的多媒体教室里，

大洋派出所民警给40余名学生带
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防溺水安全
教育小课堂，结合真实案例向孩
子们展示溺水事故的成因及惨痛
后果，通过朗朗上口的绕口令，教
育大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生
吴雨轩说：“今天我们学到了许多
防溺水知识，知道不能独自去河

边或野外玩，更不能在山塘水库
里游泳。”

40余名学生中有11名是少数
民族儿童，他们来自土家族、彝族、
布依族等不同民族。由于疫情原
因，这些学生无法按时回老家过
暑假，市少数民族联谊会便给这
些孩子送来了清凉和关怀，让他

们与汉族小朋友守望相助，快乐
相处。市少数民族联谊会会长
李志坚说：“市少数民族联谊会
在市委统战部的支持和指导下，
不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促进少数
民族与汉族同学间的交流合作，
营造各民族同学团结互助的氛
围。”

暑期关爱送给少数民族外来务工子女

高温下的坚守◆

为全面推动广播电视无线传输覆盖网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促进
广播电视高质量发展，向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广播电视公共服
务，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按规划关停地面模拟电视有关工作
安排的通知》（广电发【2020】42号）文件决定，于2020年8月10日关
停中央、省、市、县地面模拟电视信号工作。临海涉及到的地面模拟
信号有中央电视台第一套、中央电视台七套、临海台。停播后，建议
原接收地面模拟电视信号的用户前往营业厅办理数字电视。

临海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1日

关于关停地面模拟信号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