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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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25～33℃

6月24日：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24～36℃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本报讯 （记者孙海康）“党的宗
旨是什么？”“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
的主题是什么？”……6月22日下午，
位于天宁路的市党群服务中心热闹非
凡。党建知识抢答现场，主持人出题
的话音刚落，台下就齐刷刷举手，抢答
气氛热烈。大家在拼速度拼脑力的同
时，也对党建知识来了个温故知新。

101 年栉风沐雨，101 载峥嵘岁
月。在“七一”建党节即将到来之际，
古城街道鹿城社区开启以“喜迎二十
大、红心永向党”为主题的“七一”建
党节系列活动的序幕，内容包括“一堂
党课、一次党日、一次重温入党誓词、
一次走访慰问、一次便民服务活动、一
次表彰、一场文艺演出”，以丰富多彩
的形式，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讴歌党
的丰功伟绩。

当天的活动中，该社区第一、二、
三届最美党员、老党员等60余人参观
了市党群服务中心，重温了入党誓词，
开展党建知识抢答，进行“步调一致”

“配合默契”等互动小游戏，还一起观
看了红色电影。江滨片区老党员奚丙
生参加活动后，激动地告诉记者：“今
天的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深刻的
党性教育，更是一次坚定理想、坚守初
心的精神磨砺。我们将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继续发挥余热，为打造幸福
鹿城社区贡献力量。”

鹿城社区党委书记方华芬告诉记者：“我们希望通过形式多样的活
动，激发社区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一起守好门、站好岗，让党旗永远在社区上
空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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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实缀青枝，烂漫照临海。
每年6月，杨梅集中上市，它

味美却不易保存，旺季也就二三
十天。因此，时间是它最大的敌
人。

从凌晨两三点离开枝头，到
傍晚五六点到达客户手中；从雨
季的江南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
如何让人们一口下去时，酸酸甜
甜的果汁依旧带着杨梅山上的
清新？

日行千万里，少不了快递员
的一路“护送”。

为了更好地助力我市杨梅产
业发展，市邮政管理局积极对接
快递企业，升级寄递服务，为临海
杨梅搭建绿色通道，护送保质期
短的新鲜杨梅“一路快跑”，走向
全国各地。

“你放心，这50箱杨梅，上午

寄出去，晚上8点前就能到客户手
上了。”日前，市浙凯水果专业合
作社里，顺丰快递小哥李孟一边
将预冷好的杨梅进行装箱，一边
和合作社老板交流着。

今年，邮政、顺丰、京东等多
家快递物流企业都投入了大量人
力、物力，确保杨梅这种“娇气”的
水果能在下树后第一时间到达消
费者手中。其中，顺丰快递安排
了150名快递员入驻各合作社，提
供一对一的原产地直发服务，全
职保障临海杨梅的揽收，李孟就
是其中之一。

同时，顺丰还提供专属客户
保障，并针对杨梅开通绿色通
道。当天下午，第一批打包好的
杨梅“坐”上冷链快递车，运往集
散中心，快速分拣后全程冷链发
往目的地，其中，杭州、温州、宁波
等周边城市可实现当日达。

“顺丰专门打造了一个用于
杨梅寄递的集散中心，占地3万多
平方米，拥有16个卸货口，45个直
发流向，可实现全国173个流向不

超过48小时。”顺丰速运临海片区
负责人刘亚雷介绍道，“杨梅到达
目的地网点后会优先派送，确保
消费者能够及时收到新鲜、可口
的杨梅。”

从客户端到中转端，从运输
端到派送端，快递员全面护航，不
断缩短杨梅从枝头到舌头的时
间。

“现在确实是方便，快递不仅
上门揽收，还帮忙卖货。”家住白
水洋镇的梅农王大伯家种有200
多株杨梅树，在快递公司的帮助
下，他尝试网络销售，并收获了

“第一桶金”。
白水洋镇是“临海杨梅”的

主产区，也是浙江省首个且唯一
一个杨梅特色农业强镇，杨梅栽
植面积约4万亩，几乎家家户户
种杨梅。

为改变传统单一的营销模
式，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提升
梅农收入，市邮政管理局指导邮
政、顺丰等寄递企业，结合自身

“邮乐购”“顺丰优选”等公司网购

平台，加大农产品外销力度，进一
步拓宽临海杨梅销售渠道。

与此同时，一个根据杨梅特
性制定的运输保障方案也在白
水洋镇落地。中国邮政将在承
运过程中为白水洋杨梅投保，确
保杨梅品质和新鲜度，全方位助
力梅农。

据统计，自临海杨梅上市以
来，日均发货量达到2万多单，50
多万公斤临海杨梅远销全国各
地，切实打通了杨梅运输的“快车
道”。“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开展助
农服务，帮助梅农提质拓销，让大
家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一直以来，该局按照“打通
上下游、拓展产业链”的工作思
路，助推邮政快递业深度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快递进
村”工程，今后还将继续发挥邮政
实体渠道和快递配送渠道优势，
积极推进“互联网＋农业+快递”，
让临海众多农副产品走出去，助
力农村经济发展。

从枝头到舌尖从枝头到舌尖
快递助力临海杨梅一路领快递助力临海杨梅一路领““鲜鲜””

□本报记者 邱永华 本报通讯员 王弘扬

本报讯 （记者任刚）梅雨季
到来后，连续阴雨天气极易导致部
分公路边坡出现落石塌方、边沟积
堵等情况。为确保公路安全，市公
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组织人力24小
时巡查，及时处理安全隐患。

6月21日上午，记者在104国
道一处傍山路段看到，市公路与运
输管理中心城区公路站的工人师
傅们正在清理边坡塌方的石块和
泥土。记者了解到，该路段山体本
来就有岩石风化，最近的连续阴雨
天气后，近30立方米的石块和泥土
在前一天发生塌方。这些石块和
泥土不仅堵了公路边沟，还直接滚
落在公路主车道上，对过往行人和
车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在公路巡查过程中，市公路与
运输管理中心城区公路站工作人
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组织人员

及时处置。经过3个半小时的紧急
清理，路基和边沟全部清理干净，
公路也恢复正常通行。

“我们在梅雨季节安排人员24
小时值班，每天对管辖公路进行至
少两次大巡查，发现隐患及时处
置，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目前，我
们已经清理路基和边沟 40 多公
里。”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城区
公路站站长周镜说。

记者了解到，市公路与运输管
理中心共有包括城区公路站在内
的6个公路站，每站负责100多公
里的国省道和县乡道公路养护工
作。本月开始，市公路与运输管理
中心已出动巡查人员100多人次，
排查辖区内公路安全隐患11处，已
完成处置10处，剩余1处也已邀请
专家进行现场踏勘，并制定了相关
处置方案。

疏边沟清塌方 确保公路安全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夏日
来临，户外活动备受欢迎。日前，
记者从牛头山旅游度假区发展中
心获悉，“浪个灵湖”户外生活节将
于本周末在灵湖景区火热开启。

活动共分浪个市集、浪人营、
飞着浪、浪了个漫、一起浪5大板
块，内含亲子互动派对、飞盘趣味
赛、健康公开课、户外露营等多项
户外潮流活动，将野趣、自然的生
活场景融入活动中，将为市民们
带来一场全新的户外生活体验。
此外，还有30多家独具特色的店
铺在景区大草坪处集结，为大家

带来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
本次活动由牛头山旅游度假

区发展中心主办、临海灵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承办，时间为6月25日
至26日。因活动均在户外，如遇天
气原因无法举行将往后延期。

据悉，灵湖景区共占地7000
多亩，是一座集文化、休闲、生态、
旅游为一体的滨河生态休闲公
园。2021年以来，景区积极培育
夜间经济、水上经济、户外经济等
新业态，打造“夜灵湖”“水上灵
湖”等特色品牌，全力做好文化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大文章。

“浪个灵湖”户外节周末来袭
如遇天气原因无法举行将延期

本报讯 （记者金露妮）禁毒
工作需要从小抓起。6月22日下
午，在第35个“6·26国际禁毒日”来
临之际，大田街道禁毒办联合街道
团工委来到大田小学北校区，组织
开展“禁毒宣传进学校、守护青春
助成长”活动，进一步加深学生对
新型毒品的认识，提高抗毒、防毒
能力。

在大田小学北校区教学楼一
楼大厅，同学们认真观看禁毒宣
传展板，通过图片近距离认识毒

品种类，学习如何防范、拒绝毒品
以及相关法律知识。现场，学生
王紫萱还拿出笔记本认真记录。
她说：“现在，有一些毒品会伪装
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见的东
西，有的像奶茶粉末，有的像跳跳
糖。这些东西外表看起来没什么
特别，但是，它们具有毒性的，会
侵蚀我们的身心健康，最后还会
威胁到生命。我觉得应该远离毒
品，不要对毒品产生好奇，更不要
去接触毒品。”

与此同时，在五年级2班的教
室里，街道禁毒办工作人员通过
PPT为同学们普及“6·26国际禁毒
日”的由来及毒品的危害，并结合
真实、鲜活的毒品犯罪案例，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法制教
育课。随后，同学们拿出纸笔，给
家长写了一封“禁毒信”，学会与毒
品说“不”。

“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如何预
防毒品、远离毒品，充分认识毒品
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

提高抵御毒品诱惑的意识和能力，
而且还要向他们的父母宣传毒品
的危害性，呼吁全家一起加入到禁
毒宣传中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和文
明城市贡献‘小家’力量。”大田街
道禁毒办工作人员史伟宏表示。

接下来，大田街道将深入推进
“禁毒宣传进万家”系列活动，通过
形式创新、内容丰富的全民禁毒宣
传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合
力参与禁毒人民战争，积极营造浓
厚的禁毒社会氛围。

认识危害，学会对毒品说“不”

暑假即将到来，为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假期，预防
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近
日，台州高速交警二大队来到市
实验幼儿园，开展儿童交通安全
教育主题班会活动。高速交警采
用多媒体教学，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行走等生
活中必要的交通安全知识，并发
动孩子们向家人宣讲不遵守交通
规则的危害，达到“教育一个学
生、带动一个家庭”的效果。

谢 希摄

85400988854009882424小时新闻热线小时新闻热线：：

◆民情直通车◆

临海临海临海临海平安平安

图为104国道一处傍山路段，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城区公路站的
工人师傅们正在清理边坡塌方的石块和泥土。 任 刚摄

（上接第1版）
“这5个村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受水库库区环境局限，村级集体经

济相对薄弱，属于水库移民后扶重点村，我们多方探索促成此次水库移
民物业投资项目落地。”市委常委、杜桥镇党委书记元宇峰表示，移民中
心统筹解决项目主体资金，杜桥镇“帮扶贴息”+农商银行“金融授信”落
实自筹资金，宝龙地产推出“购置优惠”+“商管服务”促成项目落地，政、
村、企、银协同联动，助力共富。

共富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我市建立“跨村发展、股份经营、保底
分红”的“飞地抱团模式”，打破区域边界限制，引导党建联盟内经济相
对薄弱村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在优势地块抱团联购项目，增加村级集体
经济“造血”能力。

●日前，江南街道乡贤会组织人员前往白水洋健康驿站，慰问
来自古城、大洋、江南、大田、尤溪、市一医院等50多名抽调到驿站
工作的防疫人员，给他们送去矿泉水、方便面、牛奶等慰问品，以表
达江南街道党工委、乡贤会助力防疫的一份情意；同时希望驿站工
作人员安心防疫，筑牢疫情防控的基层堡垒。（丁卉灵 王宇星）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图为党员们重温入党誓词。 孙海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