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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质量可接受，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异常敏感
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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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崇和影城
临海大洋影城
临海江南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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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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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周四）：晴到多云，1～18℃；
1月15日（周五）：晴到多云，4～20℃；
1月16日（周六）：多云到阴，3～13℃；
沿海海面：偏南风5-6级阵风7级。
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质量可接受，某些污染物对极少数

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首要污染物：PM2.5。
临海市气象台和临海市环境监测站1月13日16时联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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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三日（高铁往返）

发团日期：每周五

价格：899元/人

海宁一日游
发团日期：天天发班

价格：38元/人

20-62周岁

腾冲双飞6日
（赠景区小交通）
发团日期：1月天天

价格：1580元/人起

海南双飞五日
发团日期：春节预售

价格：4180元/人起

磐安滑雪一日游
发团日期：天天发班

价格：148元/人起

宁波东钱湖、温泉、韩玲老
街一日游
发团日期：天天发班

价格：148元/人

更多线路咨询台运国旅
电话：85301212

85136136

85136072

哈尔滨、雪乡双飞5日
（五钻酒店+温泉+暖炕）
发团日期：1月天天

价格：3990元/人

天台一日游
发团日期：1月天天

价格：148元/人

本报讯 （记者任刚 通讯员
项旭）在执行不动产的过程中，强制
腾房既是法律要求，也是申请执行
人权益得到实现的主要途径。但长
期以来，强制腾房面临执行风险多、
隐患大、对抗性强等困境，当前，腾
房工作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腾
得下，还要腾得好，兼顾执法办案、
疫情防控、公正透明三个纬度的要
求。

2020年，市人民法院紧紧围绕
“切实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综合
运用强制、惩戒、威慑、教育等手段，
稳步推进腾房成效落地落实，营造
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强制腾房
过程中，始终坚持依法执行、规范执
行，积极运用执法记录仪等装备对
执行现场进行全程记录，邀请人大
代表、街道及村居干部、公证机关人
员等全程参与、现场监督，确保腾退
过程公开透明。始终坚持刚性执行
与释法说理并举，对拒不腾房的被
执行人，通过加强法律释明促其自
动履行；经说服教育仍不自动履行
的，依法采取曝光、罚款、拘留等强
制措施；情节严重的依法移送公安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市人民法院执行综合科科长蒋
燿告诉记者，2020年，市人民法院执
行局在保持高压腾房态势总体基调
不变的前提下，优化腾房程序，细化

腾房举措。截至目前，共督促腾空
并处置拍卖房产 82 套，已成交 55
套，成交额达17667万元，其中主动
腾房24次，开展强制腾房行动8次，
腾空房屋8套，因拒不腾房移送公
安，给予拒执打击的2件2人。下一
步，法院将继续加大执行力度，以强
有力的执行措施、刚性的执法态
度，坚决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律尊
严。对刻意规避执行、拒不配合法

院腾退房屋的被执行人或相关人
员，将严格依照公告期限，集中力
量果断采取强制腾退措施，加快执
行案件财产处置进度，缩短执行周
期，严厉打击拒不腾房行为，及时
维护申请人胜诉权益。

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民事
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强制
被执行人迁出房屋或退出土地，并
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义

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可以
强制执行。根据我国《刑法》有关
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罚金。根据上述规定，在法院处
置财产过程中不积极配合、利用消
极方式对抗执行等，情节严重可能
涉嫌拒执罪，法院都将对其进行严
厉打击。

保持高压腾房态势 维护申请人胜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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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2日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谢希）逛逛花
卉市场，为家中添几盆喜庆的花
草，装点过年的气氛，是不少市民
每年春节前夕置办年货的一项内
容。日前，记者在市花鸟市场里看
到，蝴蝶兰、红掌、鸿运当头、紫玉
珊瑚等年宵花已悉数登场，被店主
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市民们络绎不
绝前来挑选购买。

一家花店店主告诉记者，近年
来，这些花草历经考验，成为年宵花
中的“销量冠军”。往年，年宵花一
般在春节前半个月上市，今年受疫
情影响，不少商家提早订货，年宵花
的上市时间较往年提早了一些。

“受疫情影响，今年准备宅家
过年，但过年的仪式感不能少。”市
民李小姐今年早早赶到花鸟市场，
购置了蝴蝶兰、仙客来等花卉。她

说，早点买回家，一方面价格划算，
另一方面可以让家里早点拥有过
年的喜庆味道。

记者了解到，由于今年情况特
殊，不少商家转变销售思路，大力
开拓线上销售渠道。

台州府路上一家名为“草木”
的花店，店主小朱随身带着两个手
机，在装点盆栽的间隙，她时不时
会留意微信里花友群的消息。随
着春节临近，她店里的年宵花多了
起来，传统的有蝴蝶兰、君子兰、大
花蕙兰等，时尚的有北美冬青、紫
玉珊瑚、红玉珠、宝莲灯这些热门
品种，均有不同规格可供选择，价
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由于
目前还没到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天
线上销售量为10单左右。

“我们的微信花友群目前有
250多人，都是一些花卉爱好者，店
里有新到的花草，我就上传视频、
图片向大家展示，在群里供花友选

择。平时也会根据花友的需求进
货，大家确定好自己想要的花草，
我进货后他们可以来店里自取，也

可以由我们送货上门。总之，让鲜
花装点家居，增添喜庆气氛，在当
下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小朱说。

年宵花登场 线上售卖受青睐

新春佳节到，处处年糕
香。年糕寓意年年高升，连日
来，趁着晴好天气，我市城乡
各地的年糕加工点也迎来了
一年里最忙碌的时期。昨日，
在大洋街道庄头村的年糕加
工点，记者看到，村民们或拿
着一袋袋泡好的米，排队等待
加工，或图方便直接购买已经
加工好的年糕。加工点师傅
告诉记者，这些天忙的时候，
他们一天加工的年糕达七八
千斤。 孙海康摄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近日，
记者在尤溪镇羊尾电站至竹家山村
道看见，尤溪镇农村公路管理站的
工作人员正对路边的“路长”公示牌
进行更换，更换后，公示牌上涉及村
级路长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都进行了
更新。

蓝底白字的“路长”公示牌上，

标明了线路名称、起止点、里程及各
级路长、服务电话等一系列信息，群
众可通过“路长”公示牌对周边区域
道路情况一目了然，如发现公路病
害、灾毁情况及侵占路产路权行为
等，均可通过公示电话反映。“村级
路长都是由村委会主任担任的。全
市的966条农村公路都设置了村级
路长牌。2020 年 12 月底，我市村

‘两委’换届选举结束后，我们根据
选举情况，对村级路长牌及时进行
更换。”市交通运输局“四好农村路”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蔡凌坚

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全市 19 个镇（街

道）的“路长”公示牌都已完成更
新，共计 776 块。据了解，为推进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的制度化和规
范化，我市深化县、乡、村三级路长
负责制，组建“县有路政员、乡有监
管员、村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
护队伍。同时，市公路智慧平台与
移动公司进行合作开发，路长手机
APP与公路智慧平台融合发展，提
升了路长制管理信息化程度。“设
立‘路长制’管理制度是完善我市

农村公路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一
环。‘路长’的作用是协调监督农村
公路的日常管理、路产路权保护、
路域环境整治和运营管理等相关
工作。”蔡凌坚说。

在“路长制”工作模式的基础
上，我市创新实施“大站带小站”农
村公路管养模式。打造了县道由专
业站养护，乡村道由专业站指导、执
法队巡查监督、镇村分级养护的管
养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农村公路管
养水平，营造了“畅、安、舒、美”的农
村公路环境。

市交通运输局 更换776块“路长”公示牌 人行道放置石条 已处理
1月3日，有市民来电反映：杜桥镇府前街与下街的交叉口人行道

上，放有十几根石条，并没有设置相关警示牌，行人经过有被绊倒的情
况，存在安全隐患，建议相关部门在此设置警示牌。

杜桥镇人民政府：现已处理，将石条放置在不影响行人安全的区域。

景观灯不亮 已恢复
1月4日，有市民来电反映：靖江南路两水桥下北面绿道上的景观

灯不亮，此情况已有1个星期左右，建议及时检修恢复。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反映情况属实，已修复。

窨井盖堵塞 已疏通
1月2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古城街道文庆街107号门口，有一处窨

井盖堵塞，污水大量溢出至周边路面，此情况已存在半个月，影响周边
居民生活，建议及时修复。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窨井盖进行修复后，现已疏通。

我们在倾听

图为花店店主正在打理养护年宵花。 谢 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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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梦华）2021
年“春运”于1月13日启动，对我
市客运中心来说，也迎来了一年
里最关键的“大考”。市客运中心
做足了“春运”准备工作，全力保
障旅客安全、便捷出行。

“请出示健康码……”昨日，
记者来到市客运中心，在进站口，
工作人员正为旅客测量体温、检
查健康码。出站口也设置了疫情
防控检测点，乘客到站后须进行
体温测量、身份信息登记、出示健
康码及行程轨迹信息才可出站。
候车室内，该站利用 LED 显示
屏、广播等平台加强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做好各项防疫工作，保证
车辆平稳有序运行。

据了解，为方便广大旅客提
前规划行程，市客运中心调整客票
预售期，旅客们可以购买2月11日
前的汽车票。此外，车站还准备了
62辆旅游大巴，为企业员工回家
提供安全、舒适的乘车环境。

浙江台运集团有限公司临
海市长途客运分公司经理钱水
利告诉记者：“今年受疫情影
响，预计春运的旅客将大幅减
少，从目前售票情况来看，旅客
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四川、
河南这几个省。”

临海客运中心
迎接“春运”大考
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紧接第1版）“开门”的第一件
事，他将目光投向了本村南面
绿道建设上。“这条绿道建好
后，车埭村民多了一处健身休
闲的场所；我们村也是临海南
大门的门面，以后，车埭乃至临
海形象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
冯米龙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对
于5年内要做的事，他也有了初
步的规划。“今年是‘十四五’的
开局之年，也是我这届任期的
首年。接下来的5年，我们将紧
跟‘十四五’步伐，继续以民生
为着力点，做好村里机埠迁移、
公墓扩建、农村生活污水改造
以及宅基地申请等各项工作，
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除了村里的职务外，冯米龙
还有另一个身份——党代表。随
着市党代会的临近，冯米龙也更
加忙碌了。他说，党代表就是一

条纽带，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
党。每年党代会前，他都会广泛
征集党员和群众的诉求与建议，
然后汇集提炼，带到会议上去。
今年的党代会，冯米龙也是有备
而来。

“这些年来，我发现，农村外
出流动党员数量越来越多。这
些党员很少能参加村党组织召
开的各项会议、举办的各类主题
活动。联系难、教育难、管理难、
服务难等问题也就在这部分党
员身上比较突出。”冯米龙认为，
管好外出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
建设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他
希望能够规范党员的教育管理，
优化相关制度和机制，让外出流
动党员始终与村党组织保持“在
线”状态，做到离乡不离党，提高
党员的党性观念，发挥好模范带
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