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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1月21日：多云到阴，夜里阴转小雨。 4～10℃

1月20日：多云，夜里多云到阴。 0～13℃

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质量可接受，首要污染物：PM2.5。

■街头街头巷尾巷尾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本报讯 （记者任刚 通讯员
王俊）近日，杜桥交警中队巡逻人
员巡查至杜桥镇杜川路与解放街
路口时，发现该严管路段内有轿车
违法停放，于是上前查看，发现其
中一辆外地号牌轿车，后牌照竟然
有涂改。

巡逻人员仔细一看，原来G字
被胶布贴成了0。这让大家一头雾
水，一般伪造或者变造号牌，会把
某一个数字改成另外一个数字或

者字母，通过以假乱真来逃避处
罚，而这辆车号牌却改得这么明
显，让人费解。

巡逻人员根据号牌联系车主，
却联系不上，于是调来拖车将该车
拖走。

1月6日，该车驾驶员来到杜桥
交警中队，承认其违法停车行为，
却不承认其涂改变造号牌行为。
工作人员调取监控查看该车当时
停车情况，发现1月4日19时许，驾

驶员行经该路口时，将车停放后就
离开了，当时后车牌并未被涂改。
驾驶员6日上午回到停车点发现车
辆被拖移，说明此举确实不是驾驶
员所为。

那到底是谁涂改了该车号牌
呢？办案民警仔细查看，终于在1
月5日9时48分的录像中找到了真
相。监控镜头内，在旁边摆摊的摊
主围着该车转了好几圈后回到摊
位，顺手从摊位上拿起一卷双面胶

带，用剪刀剪下一段，来到车后一
顿操作就离开了。至此，该变造涂
改号牌的经过水落石出，也为驾驶
员洗清了嫌疑。

那名摊主到案后，供出了其涂
改他人车辆号牌的原因。原来当
天出摊后，这辆车正好挡住了他的
摊位，他通过114等移车方式都联
系不到车主，心生怨气，就拿出胶
带将该车后号牌涂改。目前，该案
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车牌遭恶意涂改 车主竟浑然不知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 通讯
员郭飘飘）标志牌是公路的重要语
言，以符号、文字、图案等形式向道
路使用者传递信息，有效保障了过
往司乘人员的出行安全。近日，市
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对我市国省
道公路标志牌进行升级，在支撑杆
上新增二维码标识，依托数字技
术，提升公路附属设施的管理水
平。

据介绍，原先公路标志牌上
只有方向、距离等简单信息，养
护人员无法获取更详尽的道路
信息，同时辖区内国省道公路沿
线的标志牌数量庞大，管理起来
难度较大。

为有效提升公路附属设施的
管理水平，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着力打造国省道公路标志牌管理
子系统，以现场拍照的方式，将国

省道标志牌的名称、尺寸、所在路
段、桩号、立杆高度等数据进行采
集，并录入系统数据库，最后将平
台生成的二维码粘贴在对应标志
牌支撑杆上。巡查人员在巡检过
程中，一旦发现标志牌出现破损
等情况，可立即拿出手机扫一扫，
直接线上报修。维修人员可第一
时间掌握破损情况，赶赴现场维
修，进一步缩短维修周期、提升工

作效率。
“此次全域6条国省道所有的

公路标志牌都将贴上这个二维码
‘身份证’，约5500张。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引进新科技、新工艺等

‘四新’技术，推动公路管养向智慧
化、精细化转变，持续为临海人民
打造靓丽、安全、舒适的出行环
境。”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增设二维码路牌 公路管养更“智慧”

本报讯 （记者方华 通讯员
黄凯虹）近期，在我市主城区活跃
着一支特殊的警用二轮摩托车巡
逻队，骑行者都是全副武装的“小
黄人”。他们风雨无阻，每天穿梭
在车海人流中，守护道路有序畅
通。他们就是临海交警铁骑队。

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推进，机动车及驾驶人保有

量呈爆发式增长，交通安全、疏堵
保畅和乱象治理等工作均面临重
大挑战。为实现“警情快速处置、
拥堵快速疏导、违法精准打击、隐
患及时消除”的工作目标，市交警
大队成立临海交警铁骑队，依托交
通指挥中心和数字警务室，通过

“点上管、线上巡、面上控”的方式，
开展网格化巡逻。

临海交警铁骑队共16名队员，
平均年龄29岁，从我市各交警中队
精选而出。每名队员均配备大功
率警用摩托车、警务通、酒精测试
仪、执法记录仪、骑行箱等装备，主
要承担城区的交通疏导、快速接处
警、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大型活动
保障、突发事件处置等职能，具有
反应快速、机动灵活、智能高效等

特点。
成立2个多月来，铁骑队已承

担各类大型交通安保30余场次、疏
导交通拥堵230余场次、处置各类
突发事件40余场次，帮扶群众解决
急难事100余人次，快速处理各类
非伤人交通事故120余起，有效提
升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遏制
了各类交通事故的发生。

临海交警铁骑队 网格化巡逻保平安

本报讯 （记者叶静）1 月 12
日，《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
十年评估报告》发布，我市荣登“正
能量获奖者人数百强县”。

在临海这片热土上，暖心人物
无处不在，平凡的他们用真诚的善

意，让城市变得更有温度，更有情
意。上盘镇村民尤祥方曾患小儿
麻痹症，步履蹒跚的他毫不犹豫跳
入水中救起幼小的生命；孙安琪、
周文杰这对临海“小姐弟”，用两双
小手攥住落水女孩的生命，上演了

教科书般的救人过程，获得了《人
民日报》的点赞。

十年来，该项目共挖掘并传
播了 11570 个凡人善举故事，通
过发掘、表彰、传播社会上的凡
人善举，让观念激发观念、让行

动带动行动，和数以亿计的网友
一起建起“善”的舆论场。此次
公布的县域名单为首次发布，截
至 2022 年底，获奖者覆盖全国
300 多个地级市、1000 多个县级
行政区。

我市入选阿里公益我市入选阿里公益““正能量正能量””获奖者人数百强县获奖者人数百强县

●1月11日，杜桥镇乡贤会向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杜桥镇中心卫生
院的全体医护人员送上72万元慰问金，对医务人员在疫情期间的辛勤
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医护人员们表示，要
继续发扬奋斗精神，用实际行动筑牢群众的安全“生命”线，为杜桥人民
的健康平安贡献力量。 （钱梦华 陈 盼）

本报讯 （记者陈佳妮）林邦
青是大洋街道国庆村党总支书
记，这几年，他为村民们早日住进
新房、成为临海未来社区的新居
民而四处奔走。

自国庆村片区改造项目开工
以来，林邦青带领村干部们日夜
忙碌在施工现场，一边紧盯项目
进度，一边保障建筑垃圾有序清
运和施工机械正常运行。在大家
的努力下，项目平稳进行。看着
一栋栋高楼建起来，村民们从一
开始的不理解、不配合，到现在凝

聚一心，盼着早日住上新房。
春节前夕，国庆村片区一期

改造项目正式交付，进入收官阶
段。多功能的娱乐场所、安全的
儿童游乐设施……美好的安居画
卷正在村民眼前徐徐展开。

林邦青说：“2023年，我们要
将项目一期的房子顺利交付到每
家每户，对于项目二期的房子，我
们将紧盯工程进度，确保如期交
付。希望村民们分到房子后，高
高兴兴入住，每家每户和睦相
处。”

林邦青林邦青 让村民早日住上新房让村民早日住上新房

大爱临海◆

投稿邮箱:tzlhrb@126.com新 闻新 闻 xinwen

本报讯 （通讯员王小华）1
月17日晚，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
限公司请员工吃年夜饭。

宴席设在地处括苍镇长潭村
的公司一幢新落成的厂房一楼。
晚6时左右，员工们结束一天的
忙碌后，陆陆续续从车间来到这
里，在一张张大圆桌旁坐下。大
家围坐一堂，欢声笑语，共话公司
过去一年的业绩，展望公司新一
年的美好。细心的工人们发现，
今年的年夜饭与往年不同，只见
晚宴主宾席上方，挂着“答谢”两
字的横幅。

浙江勤达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创办于2004年，公司创办以来，
每年年底，都要请工人吃年夜饭，
而以“答谢”主题宴请工人，却是
第一次。

公司董事长何达勤说，公司
创办以来，从小到大，先后获得浙
江出口名牌企业、浙江高新技术
企业、浙江制造认证、临海市纳税
50 强、临海市政府质量奖提名
奖。到目前，公司获得各类专利
161项，成为户外伞业龙头、领军
企业，尤其是去年，在疫情严重影
响、国际市场严峻挑战双重压力
下，公司外贸产值依然近3.5亿
元，超过上一年。公司获得如此

荣誉、业绩，靠的是坚守勤达制
造、坚持产品创新，最重要的，靠
的是广大员工。员工是勤达制造
的生产者，更是公司财富的创造
者。所以，晚上的年夜饭，突出

“答谢”这一主题，感谢公司广大
员工为公司作出的贡献。

不知不觉间，主持人宣布年夜
饭开席。只见何达勤拉上公司总
经理何林涛，来到各桌位间，请一
线的工人们坐到主宾席桌位。按
照惯例，主宾席桌原本都是公司领
导与高管们坐的，工人们都不好意
思上坐，互相客气地推让着。

何林涛拉着喷塑车间工人何
道通的手说：“你们都不要客气
了，晚上是公司的年夜饭，你们一
定要坐‘上横头’，因为你们是公
司最值得敬重的人！”

“上横头”是临海方言，即主宾
席的意思。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如此盛情邀请，何道通等工人们都
不好意思再推辞，十几个工人代
表，被一一请到主宾席坐定。

宴请开始，何林涛又宣布，从
年初开始，公司决定给全体员工
加薪。话毕，现场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

场外北风呼啸，寒气袭人，场
内温暖如春，其乐融融。

请一线工人坐“上横头”

春节临近，到灵湖景区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车辆违停和流动摊贩问
题日渐凸显。对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大洋中队加大景区周边环境秩
序整治力度，加强执法巡查和管理，进一步优化市容环境，切实提升游
客满意度。 谢 希 申心慰摄

本报讯 （记者陈佳妮）1月17
日上午，古城街道白云社区举行

“无年俗不年味”迎新春民俗主题
游园活动。剪窗花、做灯笼、写对
联、跳房子……一系列活动让广大
居民在温馨浓郁的氛围中红红火
火迎新春，欢欢喜喜过大年。

现场，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

做灯笼，粘一粘、拼一拼、绑一
绑，一个个充满趣味的兔子灯完
成了。另一边，在社区志愿者的
指导下，孩子们聚精会神地剪窗
花，一张张红纸被剪成各种有趣
的图案。跳房子、投壶等都是民
间传统游戏，除了孩子们踊跃体
验，家长们也跃跃欲试。此外，

古城街道文联书法协会的书法
家们还在现场为居民们写春联，
送“福”字。

“剪了窗花，做了兔灯，我感
受到浓浓的年味，特别开心。”9岁
的陈奕臻和奶奶一起参与活动，
收获了自己亲手制作的新春礼
物。

活动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还为居民们分发糖葫芦、蛋糕等礼
物，送出新春的美好祝福。

白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
主任董慧聪说，我们希望通过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增添年味，同时借
此营造邻里和谐、和睦共处的社区
氛围。

古城街道 “无年俗不年味” 新春游园欢乐多

本报讯 （记者任刚）春节
假期临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
织各基层市场监管所，对辖区所
有商超和景区店铺加强监督检
查，从源头守护市民的消费环
境。

在耀达超市回浦店，记者看
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古城所执

法人员正仔细检查货品的生产
日期、厂家信息、销售价格等，对
超市进出台账等进行认真核对，
并对农副产品进行抽样检验，督
促商家严格把好商品质量关，为
消费者营造一个安全的节日消
费环境。

检查了商超和农贸市场后，执

法人员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台州府
城文化旅游区，对景区店铺进行突
击检查。除了对餐饮商家从业人
员的健康证明、食品储存环境及卫
生条件进行检查外，执法人员还重
点检查各店铺商品的明码标价情
况。

“从目前检查来看，情况良

好。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外出就
餐时,要选择证照齐全、环境卫生比
较好的餐馆酒店消费。消费期间
保管好小票,如果发现有食品安全
或损害消费者权益问题,请拨打
12315或者12345投诉举报。”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古城所副所长叶凌
志说。

市场监管 源头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爆竹声中辞旧迎新，是中国传统习俗。新春佳节即将来临，烟花
爆竹销售也迎来了高峰期，霹雳旋风、小飞鱼、网红飞碟……销售点内
各式各样的烟花摆满了货架，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图为市民在
张洋路一家烟花爆竹销售点购买烟花。 吴 佳摄

临近春节，国网临海市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兵分多路，检修市
区的亮化设备，为市民营造良好
过节氛围。图为1月17日晚7时，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路灯队工作
人员在东方大道上检修玉兰花
灯。 任刚文 吕 剑摄

新一年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