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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崇和影城
临海大洋影城
临海江南影城

2月12日开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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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的某一天，刚刚考上大学
的贾晓玲（贾玲 饰）经历了人生中的
一次大起大落。一心想要成为母亲骄
傲的她却因母亲突遭严重意外，而悲
痛万分。在贾晓玲情绪崩溃的状态
下，竟意外地回到了1981年，并与年轻
的母亲李焕英相遇，二人形影不离，宛
如闺蜜。与此同时，也结识了一群天
真善良的好朋友。晓玲以为来到了这
片“广阔天地”，她可以凭借自己超前
的思维，让母亲“大有作为”，但结果却
让晓玲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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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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空气质量可接受，首要污染物：PM2.5。

2月24日：多云到阴，夜里偶有小雨。 6～21℃

2月23日：多云到阴。 9～17℃

为倡导文明乡风，营造舒
适整洁的环境，2月18日，江南
街道组织机关干部、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者开展节后卫生大
扫除，全面清理春节期间产生
的垃圾，打造干净、整洁、卫生、
舒适的环境，以全新的面貌开
始新一年的工作。

丁卉灵 叶迢迢摄

建 美 丽 城 镇
享 美 好 生 活

● 刘 峰 遗 失 医 师 执 业 证 书 一 本 ，证 书 编 码 ：
220330205000083，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新 闻新 闻

习语喻廉、榜样学廉、案例警
廉、文化倡廉、监督促廉……一条条
廉政警言、一位位廉政榜样跃然于
墙，穿行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群
服务中心，“廉”政文化气息扑面而
来。

为增强全体干部职工廉洁自律
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阵地建设规
范、制度机制健全、廉政活动丰富、
部门特色明显”为目标，以“笃守忠
心、慎守清心、恪守公心、坚守匠心、
信守连心”为实践教育载体，着力建
设清廉模范机关，有力打响了“蓝海
红心耀古城”的清廉市监品牌。

“政治引廉”促建设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
“支委轮岗轮职工作法”，针对工作
内容，明确由支委按照2月/人的周
期轮流“一肩挑”，抓好党日活动策
划、实施、总结及相关党务工作，全
方位掌握党建基础工作，锻炼培养
各支委的综合组织能力；编制《中共
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支部建设
工作标准》《支委职能清单》，推进支
部工作规范化、高效化，有力提升支
部组织力。

同时，该局依托主题党日、周一

学习夜、廉政教育月和“三会一课”
等四大载体，开展以学好“四个问、
打好翻身仗”“临海发展我有责任，
奋勇争先我赶在前，实干担当我有
作为”以及“全面实施四大战略”为
主题的大学习、大讨论、大交流活
动，结合本职工作查摆问题，提升服
务。

此外，该局开展纪委专家、党委
书记和支部书记党课“讲廉”，干部

“学廉”，形成以点带面、全面发动的
“教育警廉”常态，组织观看红色电
影和《祸阶》等警示教育片。去年7
月，该局组织党员干部赴河头开展

“牢记使命担当、践行市监忠诚”红
色实践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先
烈足迹，强化党性锻炼。

“协同倡廉”强监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建立协同监
督新机制，主动邀请“两代表一委
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执法监督，
开展监管对象“大走访”、发放“廉政
监督卡”“廉洁从家出发”等活动，使
干部时刻感受到“纪律就是底线、监
督就在身边”，把群众的问题解决
好、落实好。

同时，该局坚持干部任前廉政
谈话和日常约谈双推进，开展以“三

告知”“三堂课”为主要内容的任前
廉政教育，教育引导新提任干部知
廉守廉、勤政清正。日常约谈注重
问题导向，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
渐，一对一、面对面经常性开展谈心
谈话，领导班子与中层干部以诚相
见、以心换心，全面掌握机关干部思
想、工作动态，共同绷紧纪法之弦，
时刻注意廉洁用权。梳理权利清
单，深化权力公开运行，开展岗位风
险防范，送发《致临海市场监管干部
家属的一份廉洁家书》，签订助廉承
诺书，评选出最美家庭，倡导廉洁齐
家。

“文化育廉”树新风

具有本局特色的廉政文化展
厅，配置廉政书架、有声读书、红色
朗读厅、电视机、触摸屏等宣教设施
的清风书吧……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辟党群服务中心，专门腾出200
平方米的办公室建设廉政文化阵
地，将廉政教育融入党建、融入工
作、融入生活，营造“廉荣贪耻、崇廉
敬廉”的廉政文化氛围，使党员干部
群众潜移默化接受廉洁洗礼，不断
深化廉洁教育效果，提高党员干部
群众廉洁意识，形成廉洁文化宣传
教育新局面。

同时，该局创新开展系列活动，
专门成立由15名年轻同志组成的
宣讲团，多层次培养红色讲解员，讲
好红色故事、传承廉洁精神，开设

“市监读书社”“廉政微讲堂”，举办
“清风作伴”读书会、“不忘初心”勤
廉事迹报告会和朗读比赛等活动，
用微视频的形式讲活廉政故事，传
递风清气正好声音，不断推动清廉
思想、清廉制度、清廉文化和清廉作
风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此外，该局举办“漫说清风”原
创漫画设计、“扬清风 觅廉影”摄影
作品展、廉政书画展、共植“廉洁
树”、齐包“廉洁粽”、同剪“一字廉”
等系列活动，借物颂廉、抒怀言志，
进一步陶冶党员干部情操，提升廉
政文化素养，在全局范围内大力弘
扬廉政文化，传播清风气正的正能
量，让清廉文化以喜闻乐见的形式

“植廉于心，倡廉于行”。
一缕清风拂面来、一抹清香从

心出，廉洁文化是筑牢反腐防线的
第一道堤坝，该局将不断探索清廉
文化建设的新方法与新样式，在廉
政文化建设上谋长远，力求将廉洁
文化元素融入市场监管工作生活的
日常，高质量打造“清廉市监”新形
象。

清风拂面“廉”花开 “清廉市监”正扬帆
——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廉政建设

□本报通讯员 李碧莹

●连日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永丰中队队员对辖区内的物业小区
进行走访巡查，要求各物业小区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充实防疫物资储
备，做好公共区域日常消毒，垃圾日产日清，同时落实人员登记、测温、
扫码、佩戴口罩等措施。 （朱丹妮）

●日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古城中队开展消防安全演练。演练现
场，安全专家讲解了消防安全知识以及如何开展消防安全工作和掌握
逃生技巧等，让大家充分了解并掌握火灾发生时，人员如何能够迅速逃
至安全区域。实操环节中，在安全专家的专业指导下，全体职工准确使
用灭火设备扑灭火源，整个演练顺利完成。消防演练有效增强了职工
逃生自救能力及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也进一步增强了执法队伍
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韩灵勇）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连日来，大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全面落实“小门”管控措施，

以规范使用健康码，切实管牢各道“小门”，加强人员管理等为重点，督
促辖区内各物业小区强化管理力量配置、提高驻守管控力度，以“小门”
管控的严密度提高疫情防控的扎实度。 （郑 程）

本报讯（记者金露妮 通讯员
蒋雅珺珺）“数据输入完毕，一号泵调
试正常。”日前，记者在汛桥镇应急
供水工程的提升泵站现场看到，市
水务集团市区供水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紧张地进行设备机组调试。调
试完成后，汛桥镇应急供水工程将
正式投入使用，最高可为该镇补充
用水9000吨/日。

据了解，汛桥镇应急供水工程
于去年11月15日开工建设，共铺设

管网 3 公里，建设提升泵站 2
座 ，其 中 新 铺 设 的 3 公 里
DN400管线已于去年12月 21
日投入使用。“管网铺设完成

后，我们组织人员加班加点，建设2
座提升泵站，最终赶在春节前完成
泵站土建及设备调试。今后，我们
可以通过现有设备每天为汛桥镇输
送9000吨的用水，最大限度为汛桥
镇居民用水提供有力保障。”市水务
集团市区供水公司副经理赵跃向记
者介绍。

据悉，汛桥镇既是工程性缺水
地区，也是资源性缺水地区。旱
情加重以来，为缓解当地用水紧

张状况，市水务集团实施应急供
水工程，加班加点开展工程建设，
通过加大工程性投入，保障当地
居民生产、生活用水。

“新管线铺设前，我们这里1楼
有时候都放不出自来水。现在，泵
站建好了，我们楼层高的也不愁没
水用了。”汛桥镇汛桥村村民蒋良信
看着家中水龙头放出的潺潺清水，
激动地说。

去年11月以来，面对持续的晴
多雨少天气，市水务集团提前启动
抗旱保供水应急预案，利用信息
化平台科学合理调度，通过工程
性措施积极扩大产能，为全市用

户提供更安全的用水保障。“除了
汛桥镇的应急供水工程，我们还
在涌泉水厂投用了新建的清水池
和提升泵站，缓解南部供水管网
末梢压力不足、区域供水紧张的
局面。”市水务集团董事长杨晓强
向记者介绍，“此外，在往年原水
取用最紧张的西部片区，除了常
规的降压供水、限时供水等措施，
我们还通过多方协调，在上游水
库安装抽水泵取用原水。另外，
我们还开展方溪水库的围堰蓄水
工作，为西部三镇后续供水调度
获取更多原水资源。”

汛桥镇应急供水工程投入使用
补充用水达9000吨/日

抗旱保供水保供水保供水保供水保供水◆

本报讯（记者金晓欣 通讯员
冯丽娇）近日，江南街道高家村义
城港桥上发生惊险一幕。一男子
坐在围栏上，随时可能发生意
外。危急时刻，古城派出所辅警
张嘉伟果断“奋力一抱”，成功将
其救至路面。让我们将时间拨回
事发当晚。

“你们快来！一个穿灰色外套

的男子在江南街道高家村义城港桥
上的护栏上坐了很久，一直大哭不
止，可能想轻生。”当时，热心群众向
古城派出所打来报警电话。时间就
是生命，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往
报警地点。

一踏上义城港桥，民警们远远
就听到男子的哭声。走近一看，只
见热心群众所说的男子正面朝河，
背朝马路，脚悬在护栏外，身体不时
向江面倾斜。他情绪激动，稍不留
神就有落江的危险。

“我当时看他沉浸在自己的情

绪里，就趁他不注意，悄声靠近。
瞄准时机后，我一个箭步上前，将
他稳稳抱住。”张嘉伟说，自己抱住
该男子后，同事们一齐冲上来帮
忙，不到一分钟就成功将轻生男子
救了下来。男子获救后，情绪更加
激动，使劲蹬地抗拒救援，张嘉伟
和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
控制住。同时，大家不停地安抚他
的情绪。渐渐地，男子安静了下
来。随后，在征得男子同意后，民
警暂时先将其带回了所里。

后经了解，该男子当晚心情

不好，喝了点酒后与家人发生争
吵，便准备跳桥寻短见。幸好被
热心群众发现，才避免了意外的
发生。随后，民警立即与其家属
取得联系。在大家的劝说下，最
终男子情绪趋于稳定，被家属带
回家。

“当时太危险了，但凡差一
点，他就掉河里了。”事后回忆起
当时的情景，张嘉伟忍不住后
怕。当大家都为他点赞时，他却
不好意思地笑了，说这都是他应
该做的。

醉酒男子欲跳江 民警“奋力一抱”救回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本报
讯 （记
者 钱 梦

华）为促进农村生活污水排放规范化，改善农
村生活环境，连日来，河头镇加快农村污水管
网建设，以实际行动助力“五水共治”工作。

在河头镇百步村，挖掘机正在运作着，几
名工人搅拌混凝土、搬运石块，为后续铺设自
来水管道做准备。据了解，百步村是河头镇
最大的行政村，2019年经市政府同意对百步
村进行农村污水管网和终端建设。该项目计
划总投资1200万元，按照“污水零直排区”建
设最高要求施工，对后续的农村污水管网建
设有积极示范作用。工程完工后将极大改善
水质，提升2650名村民的生活质量。百步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正煜告诉记者，该
项目并非一帆风顺，中间碰到了许多难题。

由于百步村地形复杂，房屋之间距离近，
间隔短的只有１米多，大型机械设备无法使
用，给施工带来难度。在管网建设施行之初，
部分村民反映打桩后出现了房屋墙壁开裂的
情况，导致项目进程一度停滞。

梁正煜说：“为了让村民放心，我们在打
桩前后拍了照片进行对比，证明并不会造成
房屋开裂。这样，村民们终于放心了。现在，
工程进展比较顺利。”村民王大伯说：“现在，
我们希望污水管道尽快铺好，这样喝的水就
更放心了。”

据了解，河头镇共有30个行政村。2016至
2017年，该镇的18个平原村完成农村污水管网
建设。2019年，在完成河头镇“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和河头镇污水处理厂准四类提标改造的基
础上，始丰溪支流十三罗溪沿线11个村庄的农
村生活污水终端纳入镇区污水主管网。

河头镇五水共治办主任丁月灿说：“随着
城镇化进程加快，污水排放量急剧增加，水污
染已经成为乡村环境综合治理的难点。下阶
段，河头镇计划对兰桥村、岭西村和下甘村进
行拢污改造，进一步改善河头镇的水质，从而
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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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针对城市市政管网湿污泥的

处置问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指导和督促城投公司做好市政管
网湿污泥的无害化处置，计划将
脱水后的污泥统一由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进行焚烧处置。对于
自来水厂净化后的湿污泥处置问
题，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会同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进行研究探讨，
认为一方面要扩大废弃物资源综
合利用的途径，有效吸收湿污泥
的产出。另一方面城投公司要抓
紧明确新建建筑垃圾填埋场的选
址，加快推进建筑垃圾填埋场的
建设；同时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临
海分局将配合指导市水务集团做
好自来水厂湿污泥处置的补充环
评工作，明确自来水厂湿污泥脱
水后可进入建筑垃圾填埋场进行
填埋处置。

提升终端处理能力及运力是
解决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的关
键。为有效提升垃圾焚烧处理能

力，我市于2017年启动城市垃圾
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目前已建
成投运，我市垃圾处置能力由原
来的700吨/日提升至1450吨/日。
城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每日焚
烧垃圾量保持在1150至1200吨
之间，生活垃圾日产日清，全市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处
置能力尚有富余。为提升城乡生
活垃圾转运能力，我市在各镇（街
道）推进与生活垃圾收集转运、渗
滤液处理相匹配的中转设施建
设，以提升垃圾收集能力。截至
去年年底，已完成中转站新改建
9座。同时加大垃圾运输环节管
控力度，要求各镇（街道）用于垃
圾运输的车辆采用全密闭、压缩
式、自动卸载的专用垃圾运输车
辆，具有防臭味扩散、防遗撒、防
渗沥液滴漏等功能，所有垃圾运
输车辆必须进行登记备案，未登
记的将不允许进入垃圾焚烧厂。
目前全市共登记备案生活垃圾运
输车83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