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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苍镇张家渡村下埠小区因村镇规划，需对规划区内的祖
坟全部迁移，到目前为止仅剩括苍路248号北边约20米一座祖
坟未搬迁，限祖坟家属自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到张家渡村委会
办理祖坟搬迁相关手续，逾期未来办理，按无主坟处理，特此公
告。

临海市括苍镇张家渡村村民委员会
2021年9月13日

迁 坟 公 告

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熟知防空
警报信号，根据《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制度》等有关规定，决定
于9月18日10时至10时23分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
通告如下：

一、试鸣范围
临海市区、杜桥镇、白水洋镇、东塍镇、桃渚镇。
二、试鸣信号
1.预先警报信号（10：00—10：03）：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

时间3分钟。
2.空袭警报信号（10：10—10：13）：鸣6秒，停6秒，反复15

遍，时间3分钟。
3.解除警报信号（10：20—10：23）：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
三、有关要求
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

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临海市人民政府

临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隐形眼
镜市场秩序，日前，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开展隐形眼镜及其护理
用品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产
品的说明书和标签是否合规、是
否建立进货查验制度、是否销售
过期及伪劣假冒产品等情况，督
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骆亚萍摄

家庭是船，事业是帆；帆推动船
行，船扬起风帆。在我市江南街道
有这样一户家庭，夫妻俩齐心创事
业，用7年时间奋力塑造了时光电
缆“匠心质造”的品牌形象，年产值
不断跃升，实现了家庭事业双丰
收。他们就是王志杰、林红芬家庭。

日前，记者走进浙江时光电缆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公司老板
王志杰正站在一条生产线上仔细检
查着产品。在厂房内巡视一圈后，
他马不停蹄回到办公室，与妻子林
红芬商议公司材料采购的相关事
宜。

位于江南街道长溪路的浙江时
光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营销、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环保
型电线电缆制造企业，从事家装精
品电线、高精密级电缆的研发制
造。2013年，怀揣创业梦想的王志
杰在业内前辈和家人的支持下，开
始规划他三十立业的蓝图。曾从事
多年电缆销售工作的他将目光放在

了电缆生产
上。

寻找厂
房、采购设备、招聘人员……王志杰
事事都亲历亲为。2013年7月，他
租下了一处厂房，开始设计工位、安
装设备。就这样，浙江时光电缆有
限公司成立了。

公司成立之初，处处都是困
难。“我们公司太小，招不到工人，有
时好不容易招到了工人，没干多久
就又离职了。”王志杰只得既当老板
又当小工，采购、生产、管理、送货，
他全都一肩挑。有几次，为赶订单，
他连续几个白天黑夜吃住在车间，
累了便靠在椅子上眯会或在地板躺
会。

由于前期工厂里没有做饭的师
傅，工人们经常吃快餐，王志杰就自
己买菜给员工改善伙食。妻子林红
芬也在背后默默支持，除了抽空为
大家买菜做饭，她还利用自身特长，
帮助丈夫一起打理公司财务上的问
题。艰苦条件阻挡不了他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企业做到现在，离不开我夫人

的默默支持。她一直都非常支持我
的工作，帮我打理很多事情，让我没
有后顾之忧。”王志杰告诉记者。

面对丈夫的表扬，林红芬笑着
说：“和我丈夫相比，我做的这些都
不算什么。我们的生活虽然忙碌，
但很充实。我们俩一起努力、共同
奋斗，这也是我们自身价值的体
现。”

“诚待人、勤做事”一直是夫妻
俩的治家持家理念，更是夫妻俩诚
信经营的基本原则。时光电缆公司
一直倡导团队精神，积极营造融洽
大家庭的良好氛围。

“我们把家庭的文化融入企业，
让员工在这里工作就像生活在一个
温馨的大家庭一样，在这里学习、成
长。”王志杰说。

经过7年时间的辛勤打拼，王
志杰的团队不断壮大，工艺不断完
善。他们稳扎稳打，以诚信立业，产
品质量得到市场好评，逐渐塑造时
光电缆“匠心质造”品牌形象。王志
杰也收获了满满的友谊，形成了良
好的口碑，赢得一批优质客户群，还
得到社会各界支持。

去年疫情期间，在经济下滑的
情况下，王志杰的时光电缆有限公
司却逆势上升，订单量增长20%至
30%，年产值从创业初期的2000万
跃升到一个亿，还获批国家高新企
业。

当别人问其成功的秘诀时，王
志杰总是笑着说：“做生意，诚信是
最根本的。只有得到客户认可，赢
得客户信任，才能将生意长久做下
去。”

王志杰夫妻办企业如此，经营
小家亦如此。在他们的家庭生活
中，夫妻俩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
同提高，共同打造一个温馨有爱的
家庭。他们始终把孩子的教育放在
第一位，经常与孩子沟通交流，言传
身教，教育孩子学会做人做事、快乐
工作、健康生活。他们孝顺老人，在
生活上给老人家体贴和安慰，创造
条件让他们享受晚年之福。

和睦的家庭给每一个家庭成员
带来前进的力量。如今，夫妻俩的
生活越过越好，动力也越来越足，一
家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幸福家庭最
真实的内涵。

创新成就事业 共建和美家庭
□本报记者 丁卉灵

本报讯（记
者金露妮）因受
台风“灿都”带来
的降雨影响，9月
13日下午4时左

右，351国道杜桥镇市场村段出现塌方，通行受
阻。我市多部门联合，进行道路应急排险作业，
于当晚10时恢复通车。

现场，记者看到坍塌下来的土石占满右侧
车道，挖掘机正清理路面泥土，运输车清运碎
石。工作人员在塌方体附近设置警示标志，引
导车辆绕行通过。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
天下午4时左右，公路部门在防台巡查时发现，
351国道杜桥镇市场村附近塌方约500立方米，
造成351国道杜桥往临海上行方向道路中断。

为尽快恢复交通，市公路部门、交警和杜桥
镇等组织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合力清理路面。
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副主任郭亦
平说：“这次台风‘灿都’降雨量比较大，现场的
山体边坡有下水沟，排水量也比较大。我们根
据这一实际情况，调了3辆挖机和2台铲车，连
夜工作，力争当晚恢复通车。”

此外，市公路部门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查看周
边情况，处理安全隐患点，为后续抢修方案提供数
据支持。现场无人员伤亡，当晚10时，路面清理
完成，并实行原地借道通车。只是，原来的双向双
车道改为双向单车道。

当晚，塌方的山体也已清理完毕，后续工作
还在进行中。昨日上午，省公路专家到现场踏
勘，进行排险和修复方案设计相关工作。排险
结束后，道路将全面恢复通行。方案审查完毕
后，各相关单位还将组织人员进行边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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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华）9月11日
上午，“科学之光”科普课堂进校园
暨我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在市古城小学举办。

现场，活动丰富，精彩纷呈。操
场上，3架航空模型呼啸而起，引来
孩子们阵阵欢呼；在学校体艺馆，一
群憨态可掬的智能机器人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牢牢锁住了孩子们的眼
球，工作人员展示的“火焰掌”“引水
向上”“气球蹦蹦跳”等科学秀表演
更是将活动推向高潮；在各个教室
里，孩子们体验3D打印的乐趣，倾
听益智魔方趣味训练和心理卫生健
康讲座。

参加各种活动后，古城小学五
（4）班蒋思涵对“液氮冰淇淋”科学秀
表演印象深刻：“这里面的液氮很厉
害，可以把牛奶、炼乳和糖变成美味
可口的冰淇淋。跟平常的冰淇淋相
比，这个冰淇淋奶香更足，我觉得很
美味。从这个小游戏中，我还知道了

液氮的温度是零下196摄氏度。”
“全国科普日”活动是在全国范

围内组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性科普
活动。自2003年以来，该活动在我
市已经连续举办了18年。今年的
活动主题为“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时间从9月11日
至9月17日，包含了青少年科技类
竞赛、乡村振兴科普助力行动、“银
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联合行动等
活动。

“今年，我市全国科普日活动主
题突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旨在
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
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同时，我
们将以全国科普日活动为契机，联
合各相关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开展
科普主题系列活动，希望可以进一
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
民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临海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单永权说。

我市启动“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胜男）学校
卫生事关学生身体健康，是“健康
浙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进一步保障学校师生的健康权
益，有效预防校内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近日，市卫生监督所
对我市部分中小学校开展了专项
督查。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回浦中学

和大洋小学，针对学校新冠疫情
防控、学生饮用水、教室的采光
照明等卫生健康情况进行了检
查。针对部分学校免洗手消毒
液、一次性使用棉签等临近保质
期的情况，执法人员提醒校方及
时更换。

据了解，根据国家“双随机”
监督抽检工作要求，市卫生监督

所将对 20 多所学校进行卫生督
查。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继
续按照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学校卫
生工作相关要求与规范，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督促学校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切实保障师生们的健
康安全。

“下阶段，我们将持续推进校
园卫生健康专项行动，希望通过

督查，能进一步增强学校做好校
园卫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市卫生监督所学校卫生科科长王
巍巍说，“对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意
识严重薄弱、防控措施落实严重
不到位的学校，我们会采取通报、
约谈、处罚等方式进行处理，以查
促改，以查促防。”

市卫生监督所
开展学校卫生督查 筑牢校园防护屏障

最美临海人·最美家庭◆

图为孩子们体验“引水向上”科学小实验。 方 华摄

图为应急排险作业现场。 金露妮摄

勠勠力同心抗台风力同心抗台风

众志成城保平安众志成城保平安众志成城保平安众志成城保平安众志成城保平安

（上接第1版）独木难成林，单
丝不成线。翻开“清廉标杆”名单，
不难发现像拓卡奔马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这样的“优秀生”不在少数。

——白水洋镇浙江爱康医用
塑料有限公司利用公司党群服务
中心开展清廉教育；

——上盘镇台州天和光学眼
镜有限公司结合用工车间，以多
种形式建设清廉阵地，将“清廉”
融入到职工生产生活之中；

——浙江志强涂料有限公司
设立“清廉志强监测点”，可近距
离了解、反馈“亲清”政商关系正
负面清单执行情况；

……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我市积极召开市清廉民
营企业建设工作会议，通过分东

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开展清廉
民营企业建设督导工作，在全市
选取华海药业、双马塑业、拓卡奔
马等76家龙头企业、中型企业代
表作为试点，强化“一对一”指导
帮扶，打造精品示范点。同时强
化建设阵地。努力打造企业清廉
文化阵地，创设民营企业亲清家
园，设立亲清会客室，不断提高企
业清廉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水平，逐步推进清廉民企
全面覆盖。坚持把清廉教育与创
建“党员先锋岗”“工人先锋号”

“青年文明岗”等结合起来，强化
廉洁从业教育、警示教育、示范教
育、纪法教育，倡导企业家把争做

“四个典范”作为企业文化的核
心，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新时
代浙商临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