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 见习
记者李嘉惠）“项目进村，我们不用
出远门就能赚工资，真的很不错。”
春节将至，汛桥镇茶源村村民蒋贤
国看着手机上新进账的工资，言语
里满是欢喜。他告诉记者，去年村
里闲置的集体土地被万洋果蔬专
业合作社承租用作农业生产，他和
一些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打工增加
收入。听说今年还会有更多的闲
置集体土地被外来客商承租，村民
们就业增收的机会更多了。

盘活存量土地，鼓起的不仅
是农户的钱袋子，还有村集体账

户上的余额。据了解，茶源村由
原白路头、寒岗、白岩下三个自
然村合并而成。村民大多为高
山移民，村内人均可耕地面积较
少，村民大多外出务工，村集体
收入微薄。其中高山集体土地
闲置现象普遍，村民想出租自家
土地，也因土地面积小而分散，
租不到一个好价钱。为此，茶源
村“两委”干部群策群力，将这些
分散的闲置集体资源统一回收
并流转给农业专业合作社。此
外，还将村内 2000 平方米的旧
厂房进行翻新，以每年 8 万元的

价格出租给外地企业办家具加工
厂，给村集体带来长期、稳定、可持
续性的经济收入。闲置集体资产
变身全新的村集体收入命脉，16万
元的村集体收入让茶源村摘掉了

“贫困帽”，迎来了新发展。
走进茶源村，最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脚下这条宽阔、整洁的主干
道。茶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蒋功利说，村内这条主干道原先
坑坑洼洼，一到雨天，村民出行极
不方便，修路是大家盼了许久的愿
望。土地流转的租金，第一笔就花
在了道路硬化上。考虑到今后高

山闲置土地的招商引资，他们用剩
余的土地租金修缮了上山道路。
路通了，发展的时机也到了。目
前，已有好几家外来合作社与村内
接洽，准备在山上开发农牧项目，
带动乡村振兴。

“茶源村成功摘帽，标志着我
镇2020年的贫困村消薄工作圆满
收官。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各
村集体资源摸排工作，与新上任的
村班子成员一起规划发展蓝图，全
力做好消薄不返贫的后半篇文
章。”汛桥镇农村三资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徐佰瑜说。

汛桥镇茶源村

盘活存量土地 开辟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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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开始上映
著名集团董事长王世

聪惨死家中，负责此案的
检察官梁文超（张震 饰）
与妻子刑警阿爆（张钧甯
饰）在调查中得知：死者的
儿子王天佑（林晖闵 饰），
年轻的新婚妻子李燕（孙
安可 饰），多年合伙人万
宇凡（李铭顺 饰），甚至死
去的前妻唐素贞（张柏嘉
饰），每个人之间都有着错
综复杂的关联。阿爆更是
发现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惊
人秘密……

电影根据江波小说
《移魂有术》改编。

1月13日（周三）：晴到多云，-2～16℃；
1月14日（周四）：多云转阴，局部小雨，2～17℃；
1月15日（周五）：多云，6～20℃；
沿海海面：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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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卉灵）日前，浙
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2020
年度浙江省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名
单，全省共108个园林式居住区（单
位）上榜。我市外国语学校名列其中。

记者了解到，临海市外国语学
校创办于1994年，校园历史悠久，
是百年回浦的老校园，在积淀传承
中，既有老回浦植物园的丰富种类，

也有经园林部门认证的古树名木，
百年古樟、罗汉松有17棵；历任校
长对绿化布局、树种搭配和管理维
护都十分用心，后勤部门专人负责，
邀请专家指导，寻计问策，每年投入
绿化资金七八万元，保证校园绿化
的高标准。目前，学校共有绿地面
积2.3万余平方米，绿地覆盖率达
40%。春花夏林秋叶冬绿，四季有

景，四季有花，处处绿意处处景。
“下阶段，我校将围绕‘园林绿化与

文化并重、平面与立体兼顾、优化局部与
结构’的工作思路，充分利用空地和空
间，乔木、灌木、花草科学搭配，各种植物
花期互补，常绿树和落叶树相得益彰，构
建多层次、多品种、多色彩的布局，致力
打造宜居宜学的绿色校园。”临海市外
国语学校副校长王旭东告诉记者。

据了解，园林式居住区（单位）
评选旨在进一步加强浙江省居住区
和单位绿化建设，提高城市园林绿
化水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
市整体形象，推进园林城市系列创
建。近年来，我市生态景观环境良
好，城市品质显著提升，形成了天
蓝、湖美、水碧、山青、城绿、景秀的
国家园林城市风貌。

2020年度浙江省园林式居住区（单位）名单出炉
我市外国语学校榜上有名

日前，全国优秀少儿报刊《英语周报》编辑老师来到小芝镇车口小学，
给该校去年在周报上刊登过作品的6名小学生颁发刊用证书和稿费。多年
来，这个山村小学每学期都有多名学生的原创作品被该报录用。图为三年
级小学生接过该报编辑老师的证书和稿费。 叶明銮 侯玲燕摄

以下工程由浙江台州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包：
一、台州汇通高等级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甬台温高

速台州一期路段2019年路面维修专项工程、G15临海青岭至温岭
大溪路段2020年迎国检路面路况提升工程；

二、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包的G15临海青岭至
温岭大溪路段收费站外部增设情报板机电工程。

现项目已完工，在此项目务工的农民工如有工资拖欠问题，请
及时向发包单位、承包单位或劳动保障机构投诉。

建设单位联系人：王剑 0576-88686939
承包单位联系人：张新朝15268870036、汤素凤15157605721
劳动保障机构：12333

台州汇通高等级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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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每到冬
天，酸甜可口的车厘子便成了抢手
货。作为舶来品，车厘子总是占据
了水果店里的“C”位，身价也一直
居高不下。但是今年车厘子价格呈
下滑趋势，让不少市民实现了“车厘
子自由”。昨日上午，记者随机走访
了市区的几家鲜果门店一探究竟。

走进佳佳乐凯歌路鲜果门店，
记者看到不同型号、品种的车厘子
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在它们身后的
价格纸上，清楚标明了每款的价
格。其中一款单J车厘子正进行特
价活动，转发朋友圈即可享受45.6

元每公斤的优惠价，吸引了不少市
民采购。

“我是在朋友圈看到这样的转
发活动，就过来看看的。感觉今年
的车厘子比去年要便宜很多。去年
我买了5斤，花了600多元，今年价
格却低了一大半，品质也还不错。”
在散装车厘子出售区域前，市民王
钰惊喜地告诉记者，今年车厘子的
转发特价活动比往年同期多了许
多。各家水果店大放“优惠招”，可
乐坏了顾客们。

佳佳乐凯歌路鲜果门店店长谢
庭隆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车厘

子约90%是从智利进口的。今年智
利车厘子丰产，他们在批发进货时
每箱价格比往年同期要低40元左
右，这直接导致车厘子售价“跳
水”。现在他们店内共有5款不同
型号的车厘子，价格每公斤45.6元
到196元不等，较往年同期每款单
价都下降了10元左右。其中单J小
果的转发特价活动力度最大，价格
亲民，最受顾客青睐。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鹿城路
上的一家鲜果配送门店。进门最吸
人眼球的同样是单J车厘子转发特
价活动，原价76元每公斤的车厘子

转发后只需37.6元每公斤。此外，5
斤装198元的盒装车厘子也成为店
内的“明星”产品，销量喜人。

“今年车厘子价格无论是散装
还是盒装都比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按照今年的果品，去年5斤装
的基本要卖到300元左右。今年车
厘子价格下滑，除了产地供应量充
足外，还与本地水果市场门店趋于
饱和有关。大家都想着以降价的
方式，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该门
店老板告诉记者，虽然近期车厘子
价格“跳水”，但春节前后会出现小
幅涨价。

车厘子身价跌 市民买得欢

临海市省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爱残、助残、
扶残号召，推出助残公益电商
平台，让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
在网上开店赚钱。目前，我市
共有655名残疾人在该平台开
店。连日来，该公司相关人员
走访在该平台上创业的部分
残疾人，为他们送上慰问品，
让 他 们 感 受 到 冬 日 里 的 温
暖。 蒋超颖摄

本报讯 （记者金玮玥）近段时间，我市
街头巷尾出现了不少“小黄车”的身影，它们
并不是共享单车，而是在“四小车”整治过程
中，市残联为办理残疾车退运手续的残疾人
置换的代步车。为车辆办理上牌手续当天，
在市交警大队车管所，记者看到，一辆辆崭新
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整齐排列，人车“合影”、
制作证件、安装车牌……完成这些流程，腿脚
不便的残疾人朋友们就可以凭借行驶证，驾
驶“小黄车”顺利上路了。

“小黄车”麻雀虽小，却是五脏俱全。除
了拥有最基本的挡风遮雨功能，车内还安装
了风扇，车后有备用轮胎和可折叠行李架，每
辆车的脚踏根据驾驶人的自身情况进行定
制，让残疾人实现了安全舒适出行。

坐上新车，残疾人朋友的脸上写满了满
足和激动。“政府非常照顾我们残疾人，让我
们拥有崭新的代步车，不用为出门发愁。”残
疾人王陆洲摸着自己的新车，开心地说。

据了解，此次我市共上牌交付了新型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217辆。市残联副理事长胡
义伟告诉记者：“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群体，考
虑到他们的出行问题，此次我市以旧换新为
他们置换全新的代步车，并统一上牌，大大方
便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

为加强城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确保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去年，我市统一
部署了城区“四小车”综合整治行动，对城区
在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在册人力客运三轮
车开展退运回收工作。市残联积极配合，去
年11月10日前，对全市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
主的残疾状况、车辆运营情况进行排摸，同时
广泛宣传《临海市城区“四小车”综合整治行
动的通告》，电话告知未参与审核的每一位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让整治工作政策家喻
户晓。此外，通过经济补助、置换代步车、转
行转业等综合措施，对城区在册的残疾人机
动轮椅车进行有序回收淘汰，共回收车辆295
辆，并从去年12月11日起，对非法上路的轮椅车依法进行扣留或扣押。

除了为办理车辆退运的残疾人置换新车，市残联还通过专场招聘会、
残疾人电商创业等形式，增加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拓宽他们的就业范围。

“残疾车在我市载客运行已10多年，这次大力度整治后，接下来我们还将
做好后续工作，进一步帮助残疾人朋友解决后顾之忧。”胡义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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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水表冻裂、水管漏
水、消防栓冻坏……受2020年年
末首轮寒潮影响，我市不少水表水
管被冻裂，市水务集团接到的用水
抢修事件骤增，各供水服务窗口每
天都能接到多起水表冻坏、管道漏
水的报修电话。

1月3日上午，市水务集团市
区供水抢修队队员们接到抢修

任务，赶赴老城区紫阳街一处地
埋式水表箱。该处水表在低温
冻裂后发生融冰渗水情况，队员
们迅速拆卸冻裂水表，换上新表
并加装保温套。“我们这几天都
是上午 7 时不到就出工，中午也
没多少休息时间，经常忙到半夜
才回家。”市水务集团市区供水
党员先锋队队员梅勇军告诉记
者。“我们市区供水抢修队以党
员先锋队为主力，每天工作超12
个小时，好几次半夜还在为居民
排障。有些队员选择在单位留
宿，以应对突发情况，方便第一

时间出门抢修。”
由于抢修工作量大且时间紧

迫，市水务集团在东、中、西、南四
大供水区域组建了15支应急抢修
队，24小时畅通热线，做好应急抢
修准备。“我们提前准备了近
8000只水表和1000片水表玻璃，
同时备足阀门、伸缩节、保温棉
等各类物资，确保抢修工作顺利
开展。首轮寒潮过后，我们还结
合实际情况，在原有基础上排查了
全市北向地下表箱和周检换表新
表，购置保温棉，加班加点为水表

‘穿衣保暖’，目前已为全市近8万

只水表完成覆棉保温工作。市水
务集团副总经理王健介绍：“截至1
月12日，集团仅市区供水分公司
一个供水区域，就已完成各类抢修
500余次，更换冻裂水表83只，修
理水管冻裂的家庭120户，修理阀
门连接器等436处，完成管线修理
4处。目前全市供水区域均能保障
正常供水。”

下阶段，市水务集团将持续加
强巡检抢修力度，多渠道为用户提
供水表、管道保温措施，确保市民
冬季用水安全无忧。

（陈 侁 蒋雅珺）

市水务集团

持续开展防寒潮保暖抗冻工作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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