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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6月11日：阴有阵雨或雷雨。 25～29℃

6月10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24～30℃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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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映日期：6月3日
剧情简介：周启文（言承旭 饰）

创立的游戏公司因旗下员工直播的

“渣男”言论引起全网声讨，被迫宣告

破产，他带着兄弟们去找“始作俑者”

相亲APP员工讨个说法。虽然打着成

为对方客户，搅黄她们生意的坏主意，

但周启文却被对方女老板陈然（任素

汐 饰）安排得明明白白。在不断的相

亲过程中，二人逐渐卸下了对彼此的

敌意和伪装，互相的了解让二人间萌

生情愫。在这越来越不敢爱的时代，

周启文和陈然是会就此错过，还是能

抓住命运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有一点动心》
导演：陈嘉上/朱雪菲
主演：言承旭/任素汐/柳岩/戚薇
类型：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

xinwen新新 闻闻
临海党史回眸临海党史回眸

1928年3月14日至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
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
会议并作全国政治状况报告。会议讨论了目前
浙江政治状况及党的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对开
展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都作出了明确指示。

为迅速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适应形
势发展和党的组织的设置调整，1928年 4月，
中共浙江省委决定临海县委改组，由陈江德（即
陈康白）担任县委书记，朱月升、郑高设（未到
职）为委员。隶属台属六县特派员领导。

5月初，中共台属六县特派员管容德于用三
天时间巡视了临海西北乡的工作，初步掌握了
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5月7日至8日，在临海
城关西南山上的叠石寺，管容德主持召开了临
海、黄岩、天台、仙居四县联席会议。黄岩的林
冶、天台的袁佐文、仙居的徐志、临海的陈江德
出席会议。

联席会议在分析了四县政治经济状况之
后，指出：台州“农村的经济状况已趋于破产地
步，工农兵群众在此种经济恐慌的状态之下，革
命需要日益激烈”。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各县
今后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总体目标和任务，
要在发展党的组织、群众组织、工农红军组织的
同时，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联席
会议认为：“台州六县的反动势力，以临海为最
大，白色恐怖亦很厉害，许多负责同志，因此在
临海不能立足。”“豪绅资产阶级集中他们的
力量于临海城内，完全占有各教育机关、政治机
关及许多青年团体，防范青年群众之赤化。其
内部分二派：一为‘三魈’，一为‘五道’。”“他们
在反动的国民党部下，组织黄色工会，收买工
贼，雇用流氓。唯工人群众多在本党领导之
下，当他们组织工会时，工人群众自动在白色
恐怖的街上大呼打倒国民党口号及书写标
语，故现在的反动工会仅一招牌而已。各乡
农民协会，亦因本党在农村中的活动反动组
织已不可能。”“在有本党的地方，农民群众大
都渴望共产党能早日成功。”联席会议作出
《组织问题的决议案》，要求各县在半个月内
召开扩大会议，产生县委，并进行党员登记，
改造区委和支部，提拔工农同志担任领导机关
工作，使党组织和工农军组织由经济斗争转向
游击战争。

联席会议后，管容德向省委作了巡视台州
的报告，1928年5月，省委对台州六县工作作了《决议案》，认为“目前
台州的客观状况确非常之好，统治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和动摇”，“工
农群众的加资、反对加粮，打击土劣的斗争及士兵的哗变日益发展”，

“在许多有工农群众组织的地方，都渴望着本党早日成功，并自动地
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对于台州六县目前的策略，应该是努力不
断地发动和领导工农日常斗争工作，各县乡村甚至小的县份可以从
日常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造成局部割据的局面，建立农村苏维埃政
权。临海、海门、温岭等处更要加紧领导工农斗争，鼓动士兵哗变。
同时农村游击战争不断地扩大会合起来，便可实现较大范围的割据
的前途”。这些决定和指示，对临海和台州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指明
了方向。

1928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台州革命
斗争的实际，在派人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在宁海亭旁农民经济斗争的
基础上，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

亭旁位于宁海南部边陲，地处宁海、临海、天台等县边界，与临海
东乡的东鲁、两头门等山区连成一片，群峰叠嶂，沟壑相连，是开展农
村游击战争的理想区域。

为了加强对宁海县委和亭旁地区的领导，保证暴动计划的实施
和完成，省委及时从各县抽调骨干力量到宁海。当时临海的党组织
由于地域上的接近和作用上的独特，成为支援宁海工作、加强暴动领
导的主要力量。省委调临海县委书记卢经武任宁海团县委书记，原
临海县委委员梅其彬已任宁海县委委员，原县委委员叶宝鉴（化名陈
春）已提前任团亭旁区委书记，临海县委委员胡文光、杨大才亦去亭
旁区协助工作。这时的中共临海县委4个组成人员中，有3个去了宁
海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 年 5 月，在中共宁海县委领导下，以亭旁为中心的数千
贫苦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创
建了红军，在短时期内组织发动了周围几县数千名农民武装，控
制了几个区的局势，竖起了农村武装夺取政权的旗帜。在这次
暴动中，中共临海县委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除了县委班子大都
调至宁海参加暴动的准备工作，还在大田、两头门一带组织了几
百人的农民武装，于 5 月 27 日赶赴珠岙与天台、宁海桑洲、前童
等地的农民武装部队会合，在珠岙建立“珠岙路红军临时司令
部”，推陈祥为临时总司令。准备从背后袭击围攻亭旁的国民党
军队。当这些增援的队伍走到洋顺（今珠岙镇上胡村）时，接到
亭旁农军已撤出亭旁的消息，于是各路农民武装就地疏散。5月
29日，管容德、包定等领导人在珠岙，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保
存革命力量，作出转入地下斗争的决定。临海的农民武装回到
临海后，由叶宝鉴、梅其彬等人率领的一支武装，在大莱山上坚
持一个多月，然后散去。

（转载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临海党史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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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事故遏事故遏事故遏事故遏事故”””””攻坚战◆

6月5日上午，汇溪镇与宁波
中河街道、高桥镇在宁波沧海集
团成立“汇甬”飞地联盟、“红心
汇甬”流动党员服务驿站，签订
流动党员“飞地管理”协议书。
此后，对汇溪籍在甬流动党员的
管理将实行“两地共建、双向共
管”，从而实现“两地合作、双向
发展”的工作目标，推进汇溪镇
在甬流动党员党史学习教育全
覆盖。

吴舒静摄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坚持党
建引领，成立“活力诚建”机关社团
组织，包括羽毛球社、书画社、登山
社等11个社团。各社团结合自身
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做到
全局机关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
事、年年有亮点，以此充分激发机

关党员干部向心力和凝聚力，提升
机关工作活力，营造活泼向上、争
先创优的工作氛围，把建设清廉机
关、创建模范机关与业务工作协调
推进，使“双建”成为推动城建事业
发展的“红色引擎”。 （王 滢）

●日前，市残联以“童心向党、红
色传承”为主题，组织市语训中心7
名即将毕业的听障儿童，参观三门县
亭旁起义红色遗址，给孩子们上了一
堂形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增强

孩子们爱党爱国的思想情怀。
近年来，市残联高度重视未成

年残疾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每年
组织一批残疾儿童赴红色教育基
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希望红色种
子能在他们的心里茁壮成长，帮助
他们成为新时代文明、健康的合格
少年。同时，市残联以康复训练、
教育救助和日常慰问工作为重点，
给予未成年残疾人及其家庭物质
与精神上的帮助、关心，为全市未

成年残疾人健康发展、融入社会打
好基础。 （杜海霞）

●为进一步加强市容市貌管
理，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永丰
中队对辖区内各类户外广告进行
集中清理整治。对于未经审批自
行设置或已超过审批时限的户外
广告，执法人员发出公告，要求广
告产权人限期自行拆除，未在规定
期限内拆除的，将依法实施强制拆
除。 （朱丹妮）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本报讯 （记者任刚）夏季用水高
峰即将到来，为了尽早发现漏点隐患，
确保市民用水安全，连日来，市水务集
团市区供水分公司管线所加大水路管
线的巡检力度。

6月8日晚上9时30分，记者在大
田街道奋进西街看到，市水务集团市
区供水分公司管线所的两位队员正在
巡检水路管线。他们手中拿着类似

“听诊器”的仪器，对埋在道路下方的
管道进行监测。市水务集团市区供水
分公司管线所的陈小卫告诉记者，这

套设备叫听漏仪，如果有漏点的话，
漏水声会通过放大器传送到耳机里，
他们再用听漏棒进一步确定漏水位
置，继而及时上报进行抢修。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市水务集
团市区供水分公司管线所兵分多路，
在辖区范围内按区域划分，两人一组，
利用晚上9时至次日凌晨4时这段周
边环境噪声较少的时间段，用脚步对
每一条水路管线逐一巡检。

市水务集团市区供水分公司管
线所钟征宇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各
条水路管线的巡检工作都在有序开
展。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加大
巡检力度，确保漏点及时发现、及时
消除，减少供水损耗，保障市民用水
的安全可靠。

市水务集团市区供水分公司
加大巡检力度 迎战夏季用水高峰

本报讯 （通讯员林雨薇）“前
方渔船请注意，我们是临海渔政，请
立即停船接受检查。”6月8日凌晨1
时许，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渔
政执法人员乘执法艇，深入辖区重
点海域，开展突击执法检查。在一

江三岛海域附近，执法
人员发现一艘可疑船
只，船上有人正在非法
捕捞作业。执法人员

一边喊话，要求其立即停止作业；一
边驾驶执法艇快速向船舶靠近，并
拍摄取证。

经检查，该船舶为涉嫌套牌的钢
质“三无”船舶，船上有船员9名，新鲜
龙头鱼68箱。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将9

名涉事船员全部移送至杜桥派出所，
以追究“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刑事立
案，渔获物全部查封冷冻。

当晚，执法人员还在头门港下
山头海域、三门交界海域附近，各查
获一艘泡沫钢架结构的“三无”船
舶。

5月1日伏休以来，我市全面打
响涉海涉渔领域“遏重大”百日攻坚
战，将“三无”船舶整治作为专项执

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对港口码头、无
人岛等重点海域，集中开展“深夜+
节假日”突击执法检查，严厉打击各
类违规偷捕行为。截至目前，共查
获涉渔“三无”船舶67艘，收缴违禁
渔获物约2272.7公斤。

下一步，我市渔政部门将深挖案
件线索，加强重点海域的巡查力度，严
打伏休非法捕捞行为，保障渔业安全
生产和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
凌晨突击 严打“三无”船舶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奋斗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
等有关规定，我局拟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2021年6月10日至2021年6月17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项目用地有异议

的，请以书面形式向我局反映。逾期视为无异议，公示届满我局将依照相

关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办理供地手续。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科

单位地址：临海市人民路299号

邮政编码：317000

联系电话：85112056

联 系 人：蔡先生、潘女士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6月10日

临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批前公示
临自然协让[2021]7号

土地坐落位置 临海市东塍镇下街村

宗地编号 ���������������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土地来源 存量建设用地

总面积（㎡） ��� 开发程度 熟地

出让面积（㎡） ��� 代征道路（㎡） �

容积率 �	�
�	� 绿地率 ���

地价（元�㎡） ���	� 出让年限（年）
约 �	� 年

（终止日期 ��� 年 �� 月 �� 日）

出让金总额（万元） ��

意向用地者 临海市华荣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临海市华荣工艺品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万套沙发扩建项目

备注

根据市政府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改造方案批准，临海市华荣工艺品股份有限

公司计划将厂区南侧 ��� ㎡边角地与原有厂房一并纳入开发建设，项目总用

地面积 ����㎡，建筑面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