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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上午9时至10时30分，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
记、局长陈大才将在市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现场接听电话，受
理关于我市“最多跑一次”改革、食药安全、价格、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投诉、意见、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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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接听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全民总动员全民总动员 全域齐攻坚全域齐攻坚
打好总体战打好总体战 打赢翻身仗打赢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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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情直通车◆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近日，
市慈善总会联合市科协在白水洋镇
黄坦办事处举行2020年度慈善扶
贫蓝莓基地“助苗款、送技术、赠肥
料”活动，为257户村民发放了20万
元左右蓝莓苗、肥料补助款，并邀请
了浙江省特色经济植物生物技术研

究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卫东为
大家进行蓝莓种植培训。

据了解，黄坦慈善扶贫
蓝莓基地自2014年试点以
来，种植规模逐年增加，目
前，种植总面积360多亩，15

个村共种植蓝莓约11万株。随着
基地规模不断扩大，村民种植技术
日臻成熟，蓝莓的经济效益逐年增
长，黄坦片经济状况大有好转，真正
实现了慈善扶贫从输血型到造血
型、从一家一户到成片规模化的发
展。

黄坦洋村村民倪贤明告诉记
者，原来自己的10亩田地种水稻，
一亩年收入才1000多元。改种蓝
莓之后，平均一亩年收入2万元左
右，远超水稻种植收益。谈到蓝莓
苗，倪贤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党
的扶贫政策给了我们脱贫的机会、
致富的底气，让我们在黄土里种出
了黄金。如今，大家信心更足了，种
蓝莓的人也越来越多。我自己种了
4000株，今年下半年打算再种1000
株。”

从刚推广时的3户人家种10来

亩，到目前的250多户300多亩，市
慈善总会在扶贫路上不曾停歇过，
接下来，将进一步发展壮大慈善
扶贫蓝莓基地，建设滴水灌溉设
备、防鸟网、大棚等项目，进一步
完善基础设施。“市慈善总会将会
继续为黄坦慈善扶贫蓝莓基地的
农户补助蓝莓苗款、送肥料，支持
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改变落后的
生产条件，争取将蓝莓扶贫基地
打造成叫得响的扶贫品牌，助推
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市慈善总会
副秘书长朱芬芳表示。

“小蓝莓”助力“大扶贫”

◆平安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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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3日联合上映

《金刚川》由管虎、郭帆、路阳共同执导，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领衔主

演，邓超特别出演。该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讲

述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该片于2020年10月23日在中国内地上映。

王天亚，女，汉族，1986年11月出生，

浙江慈溪人，中共党员，2009年 8月参加

工作，大学学历，现任临海市东塍镇党委

副书记。

李海峰，男，汉族，1978年 9月出生，

浙江临海人，中共党员，1999年 8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临海市人民政

府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市“多城联

创”办常务副主任。

“台州市担当作为好干部”
拟推荐人选公示名单

郑海敏，女，汉族，1978年 6月出生，

浙江临海人，中共党员，2001年 9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临海市汛桥镇

党委书记。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11月
17日下午，2021 临海少儿春节联
欢晚会节目招募活动在市新闻传
媒集团举行，希望联合全市各大优
秀培训机构共同寻找和创作反映
当代少年风采，符合中国审美要
求，具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

维一体的优秀儿童文艺作品。在
农历新年到来之时，一台体现童
真、童趣、童心、童梦的少儿春晚将
在临海电视台播放，给大家送去欢
乐和新年的祝福。

本次以“生长吧，少年”为主题
的2021临海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由
市新闻传媒集团主办。节目招募活
动吸引了青果果艺术学校、尚语堂
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清歌声乐、零8
拉丁、top街舞、维影走秀等近20家
少儿培训机构参加。“听说临海电视

台举办第二届少儿春晚，小朋友们
非常感兴趣。我们报了5个节目，
希望给我们的孩子多一点展示平
台。”尚语堂语言艺术培训中心负责
人彭贝贝说。青果果艺术学校负责
人王佳璐告诉记者，“此次活动中，
我们推送了口才节目和舞蹈节目，
希望我们的孩子通过此次的演出获
得更多的自信。”

在本次招募活动中，各家少儿
培训机构负责人与晚会策划组就
节目创意、录制组织等方面进行

了热烈探讨，力求将每一个细节
做到极致，严格策划好晚会的每
一个环节。

据了解，本届少儿春晚从10月
份开始启动。目前已经招募了将近
30个精彩优秀节目，招募截至11月
底。“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少儿春晚深
耕少儿才艺领域，积极推进少儿综
合素质发展，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展
示自我的梦想舞台，共同助力孩子
们的快乐成长。”2021临海少儿春节
联欢晚会策划负责人詹晓敏说。

2021临海少儿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开始招募

本报讯 （记者金雅婷 通讯
员应媚婷）近日，市公安局历时5个
多月的缜密侦查、艰苦奋战，成功打
掉了一个跨省贩毒团伙，抓获贩卖
毒品犯罪嫌疑人16人，查获吸毒人
员10人，强制隔离戒毒3人，查获毒
品若干克。

今年6月中旬，市公安局在办
理“曾某（化名）吸毒案”时，发现曾
某毒瘾很大。当前，警方严厉打击
本地毒品犯罪，毒品往往“一克难
求”。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购买
到足够的毒品供其吸食，这一反常
情况引起了禁毒民警的高度重视。
在对曾某的行动轨迹、通话记录进
行研判分析后，警方发现曾某与远
在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杨某

联系较为密切。
办案民警对杨某开展调查，发

现他是一名涉毒老江湖，曾多次因
吸贩毒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有明
显证据显示，此人又在从事以贩养
吸的勾当。9月底，我市警方抽调警
力，奔赴重庆围绕杨某开展秘密侦
查，发现他每隔十来天左右或自驾
或包车来回重庆与台州周边。特别
是今年疫情期间，杨某依旧如此“劳
心劳力”跨省来回，每次逗留时间都
很短，行迹相当可疑。

为了弄清杨某上下线的贩毒网
络，警方决定暂不打草惊蛇，成立专
案组，开展统一部署。通过大数据
技术分析和信息研判，警方最终确
定杨某的“上家”是重庆市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大歇镇的马某（女）跟巴南
区界石镇的卢某（女）。

经调查，杨某在上线马某、卢某
等人手中以每克冰毒400元、每颗
麻古50元的价格购买毒品后，运输

到台州天台、临海等地，加价为每克
冰毒1000元、每颗麻古100元卖给
下线李某、孙某、吴某等人。毒品价
格的暴利让杨某及其同伙多次尝到
甜头，因此铤而走险，频繁往返重
庆、台州各地。

那么，杨某的“上家”马某跟卢
某她们的毒品又是哪里来的呢？警
方顺藤摸瓜，一个从缅甸境内携带
毒品入境，经重庆运输毒品至浙江
台州各县（市、区）的一条完整的贩
毒链条逐渐浮出水面。

9月29日，该案被省公安厅列
为省目标案件，开展专案调查。10
月27日，我市警方再次抽调相关警
力成立专案组，在台州市局禁毒支
队的精心指导下，会同台州市局技
侦支队远赴重庆、宁波、天台、上海
等地开展侦查工作。通过侦查分析
等方式，对杨某犯罪团伙的毒品流
向、毒资脉络、网络构架进行了精确
锁定。各地工作组迅速调整工作方

法，全力收集证据，为案件侦破做了
大量的工作。一场激动人心的现实
版“破冰行动”即将展开。

10月29日，我市警方根据掌握
的情报线索，一举抓获正在重庆市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宾馆内与人进
行毒品交易的杨某及其同伙，并押
回临海开展审讯深挖。

11月3日凌晨，我市警方与重
庆、宁波、天台、上海等地警方联合
出击，对杨某网络贩毒人员开展全
面收网抓捕行动。在重庆市九龙坡
区民主二村抓获上线马某。

11月4日，在重庆市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某公司抓获杨某上线程
某，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某街
道出租房抓获杨某上线刘某等人。
同日，在浙江天台始丰街道、赤城街
道抓获杨某下线李某二兄弟。在浙
江宁波市镇海区某酒店公寓抓获杨
某同伙阎某。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我市警方破获一起跨省贩毒案

本报讯 （记者任刚）小芝细米
面是临海的传统面食，也是很多人
家中常备的食材之一。最近一段
时间，天气晴好，在小芝细米面主
产区的小芝镇包山村，农户们每
天都在为制作和晾晒细米面而忙
碌着。

小芝镇包山村的细米面远近闻
名，是我们临海的一张金名片。它
水煮不烂，锅炒不糊，细如发丝，通
透晶莹，口感柔软、但有嚼劲。来到

包山村，远远就看到了一排排晾晒
整齐的细米面，在阳光的照射下煞
是好看。村民包师傅有着40多年
的细米面晾晒经验，他高兴地告诉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好，他们每
天都在为晾晒细米面而忙活着，每
天从凌晨忙到下午3点多，一天能
晒400多公斤。

包山村的细米面不仅在临海，
在台州其他县（市、区），甚至台州以
外的地区也都十分畅销。小芝细米

面继承了临海本地米面的特点，改
进了有几百年历史的米面制作工
艺，经过纯天然晒干，卫生又环保。
如今的细米面怎么煮都不会糊，汤
水很清，爽口，吃着还会有大米的香
味。

据不完全统计，小芝镇的细米
面年产量在1500万公斤左右。小
芝细米面的制作流程很复杂，原材
料早稻米拿来后，先用风车除去米
中的杂物，随后通过浸泡、打浆、压

滤、初蒸、成丝、老化、二次蒸熟和晾
晒等过程，才能成为最终市场上出
售的细米面。

今年晴好天气居多，所以细
米面的产量也比较高。面对销售
压力，新美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包敏超告诉记者，今年疫情平
稳之后，积极拓展周边城市的市
场，在宁波、杭州、温州等地设立
销售网点，细米面的销量正在慢
慢回升中。

小芝细米面 初冬晾晒忙

近日，市民防志愿者救援队
在永丰镇蓼岸村开展水上应急
救援演练。预备队的队员们认
真学习救援艇基本操作要领和
器材运用方法，随后驾驶救援艇
在水面上行驶。有力的动作，多
变的队形，展现了队员们不畏艰
险、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市民防志愿者救援
队预备队队员基本都是80后、90
后的退伍军人。近期，他们将定
期或不定期进行水上救援技术
培训。 蒋超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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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
停电线路：花园变10kV花王L265线
停电时间：8:00—14:00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江南街道：沿岙村、临海市

祖涛电器元件厂、临海市祖健养殖场、临海市四通制管有限公司、
台州汉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95598（电力服务热线）：85281096
临海市供电局

2020年11月19日

停 电 公 告

（上接第1版）
“开展括苍山国家森林公

园建设，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公园内的森林资源，将林场
几十年的生态建设成效与社
会共享，也是我市践行‘两山’
理念、推进‘森林浙江’和‘大
花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负责人
顾永智说。

“两山”理论的提出，从理
论上解决了保护生态与寻求经
济发展的矛盾，将其转化为如
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市在
推进国土绿化美化工作中的积
极探索，正是对“两山”理念的
不断践行，在实现生态质量提
升的同时，文化旅游、体育竞
赛、高山茶叶等绿色产业同步
推进，并不断培育出新的经济
增长点。如依托括苍山优质的

森林、山地资源，培育的“柴古
唐斯·括苍越野赛”已成为国内
专业山地越野赛里参赛人数最
多、专业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
的赛事之一。本届赛事新增天
生狂野音乐节、户外用品展等
赛事周边，并通过各媒体门户
平台、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全程
直播，带动GDP2000万元以上。
如市林场聚焦高山茶叶产业，
在打响兰辽春茶等茶叶品牌的
基础上，创办“兰辽香茗馆”，利
用淘宝等电商平台，成功拓宽
产业销售渠道。今年以来，实
现茶叶纯收益 69.4 万元，增长
21.3%，克服了疫情带来的负面
影响……以产业发展反哺生态
建设，带动了周边群众从事茶
叶、民宿等产业，居民收益提
高，生活品质改善，绿色发展之
路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