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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月22日（星期二）

遗失声明
遗失信达保险公司的

商 业 保 单 一 份 ， 车 牌 号
码 ： 浙 JOHY27， 发 动 机
号 ： F783000， 保 单 号 ：
6181970000518001763， 于
2019年1月22日声明作废。

徐建华

遗失 2014年 3月 20日由
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1021640116238， 于 2019
年1月22日声明作废。

玉环霞光冲件厂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
单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
款收据 （收据联） 一张，
票 据 代 码 ： 71101， 票 据
号码：1751544396，于 2019
年1月22日声明作废。

玉环市摄影家协会

遗失由玉环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 正 、 副 本 ， 证 号 ：
JY23310210137364，于 2019
年1月18日声明作废。

玉环县新盛饭店

扛着行李、牵着子女、人潮涌
动……为期 40天的 2019年春运就在
这样的场面中拉开序幕。昨天是春
运第一天，市客运中心站增开加班
车6个班次，客流总体平稳，大部分
外来务工人员都如期买到了回乡的
车票。

当天上午 7时 30分许，徐本刚
两口子就来到了市客运中心候车
厅，他们要乘坐 8时 30分的班车回
贵州老家。每次回家过年，老徐都
不忘带点玉环的特产回去，往年都
是文旦，今年则特意带了一整箱冰
冻海鲜。

“买的都是我们老家没有的海
鲜。放泡沫箱里盖上冰块，保鲜几
十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主要是带
回去给老人和小孩尝尝鲜。”徐本刚
高兴地说。

记者发现，随着大家收入的增
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回老家的
年货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候车大

厅里，往年常见的文旦已经逐渐被
整箱的海鲜所替代。

“买了 3 大箱，都是黄鱼、鲳
鱼、螃蟹这些，带回江西老家去。
一部分作为年货送礼，其它的打算
做为年夜饭里的‘硬菜’。”来自江
西上饶的小叶告诉记者，这些海鲜
都是他一早花了上千元在坎门菜市
场买的。

春运第一天，市客运中心计划
发出 163个班次，增开加班车 6个车
次，主要集中在江西、湖南、贵州
和省内的金华方向。预计输送旅客
4000多人，较去年同期有明显下降。

“从车票的销售情况看，年前

的客流高峰应该出现在农历腊月廿
四、廿五。为了让旅客在能及时、
安全地返乡，我们也做足了准备，
联系了玉环当地和对开线路的运
力，投入车次加班，以此来满足返
乡客流的用车需求。”市客运中心主
任林继微说。

据悉，2019年春运于 1月 21日
开始到 3月 1日结束。交通部门初步
预测，今年春运我市公路客运量为
300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下降 9%。
春运期间，我市道路运输将投入营
运客车 684辆 17395客位，基本能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

张伟郑琦琪 潘俊

春运大幕昨日拉开
春运为期40天 预计我市公路客运量300万人次

本报讯 近日，“爱·回家”大
型公益主题活动之“迎新春 送对
联”在吾悦广场举行，10多位书法
家现场提笔，挥毫泼墨，为市民誊
写新年祝福。

当天中午 1时许，吾悦广场 2号
门内，四张红桌围成一圈，书法家
手执毛笔，行、楷、篆、隶各彰其
美。一时间，笔墨之香，浓郁之年
味儿，引得路过市民纷纷驻足认领。

“‘财如旭日腾云起。’好！
好！”在玉经商多年的湖南人向先葱
选了一对寓意吉祥的对联，准备带
回老家贴起来，“我很早就关注了

‘玉环工会’公众号，有看到他们的
活动信息，想不到除了送返乡车
票，还有送对联，我们需要的他们
都考虑到了。”他说。

楚门籍书法家黄老师为市民现
场献宝，写起了行草。家住坎门的

张丽逛街时路过，看到这字爱不释
手，当场选了两对带回家。“不愧是
书法家们的字迹，真好看，带回去
给家里添喜气也添传统气息。”

据了解，参与当天活动的书法
家均来自市书法家协会，其中有不
少是国家级、省级书法家。“我们平
常都在书斋里练字，这次就是走出
一方书斋，为群众送新年祝福。”市
书法家协会会长林达云说。

据了解，今年 1月 7日至 2月 10
日，市总工会联合了市总商会、市
传媒中心共同开展“爱·回家”
2019大型公益主题活动。除了送春
联，下阶段还将推出小程序抽奖、
新春游园等活动，切实加大对困难
职工的帮扶力度，在全社会营造温
馨和谐的良好氛围。

（郑茜予李辛）

笔墨赠新春 传统年味浓
市总工会开展“爱·回家”大型公益主题活动向市民送对联

本报讯 “喜看春来花千树，丰
年笑饮酒一杯”“一帆风顺年年好，
万事如意福临门”……红联飘飘，祝
福满溢，一副副辞旧迎新的对联在书
法家的笔下呈现，浓浓年味扑面而
来。1月19日上午，“送福写春联”活
动走进清港镇扫帚山，来自我市书法
家协会的 6名书法家，在红彤彤的对
联纸上为村民写下新春祝福。

当天上午阳光明媚，活动现场一
片“红火”。书法家们笔走龙蛇，用
吉利的字眼写出人人期待的平安康
健，如意顺遂。闻讯前来的村民络绎
不绝，他们有的围在书写者旁边耐心
等候成品“新鲜出炉”，有的主动帮
忙晾春联，有的驻足欣赏一副副写好
的作品。

当天，书法家们共免费送出对联
700余副，村民们手里拿着春联，个
个笑开了花。“我一大早就过来了，
这幅‘福满人家’写得真好，满满的
福气，很喜庆。”村民胡万生对自己
求得的对联爱不释手，小心翼翼地将
对联卷好，直呼过年就贴这副。“今
天场面红红火火的，老师们写的春联
寓意都很好，把春联带回家贴起来，

‘年味儿’就有了。”村民周晓霞说。
书法爱好者黄开海每逢春节都义

务参加市里组织的赠春联活动，到今
年已经坚持了30几个年头。他告诉记
者，服务社会是最好的历练，创作出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才是最有价
值的。

（李敏敏 应琼娴 金丽烽）

迎新春送春联
我市书法家挥毫泼墨添喜庆

吴晓红吴晓红摄摄

本报讯 “一二、一二
……”伴随着一串整齐的口
号声，“赛龙舟”比赛中，来
自台胞队的5名队员与其他队
伍展开激烈角逐，成为市台
联会第二届体育嘉年华活动
中最精彩的一项比赛。

1 月 20 日上午，市台联
会组织各乡镇 （街道） 台联
分会、台联会青委会等，开
展市台联会第二届体育嘉年
华活动，有“漂洋过海”“众
星拱月”“天旋神射”等 5项
游戏，共百余人参加。参加
人员中除了来自台联系统的
工作人员，还有部分在玉就
业的台胞、台商，以及台属
家庭、在台就学的玉环学生
等。

跨步、扑球、跳跃、跪
地……球稳稳地落进球桶。

“好球！真厉害！”在场所有
人不约而同为之呐喊。在

“愤怒的小鸟”游戏中，台胞
江佩怡“巾帼不让须眉”，一
连接了好几个球，展现出灵
敏的反应能力，她与同伴的
默契配合为团队赢得了好成
绩，也获得了全场的欢呼和
赞赏。

江佩怡自从 2017年来到
玉环并加入跨界自造融创园
管理团队，这是第一次在玉
参加团体竞技类体育比赛，
对此，她兴奋不已。“自从大
学毕业以后，就很少参加这
种团体竞赛，这次受邀我很
开心。和大家一起参与各项
趣味竞赛，我觉得很有趣，
也很享受这种氛围。”江佩怡
笑着说道。

活动中，还有不少带着
孩子参赛的台属家庭，李辉
就是其中之一。李辉的曾祖
父早年移民台湾，一直以
来，逢年过节台胞亲戚都会
来玉探亲。知道这次活动中
有台胞参与，李辉特地带上
儿子李约翰一同参赛，来感
受现场的氛围。

“这是一次有意义的活
动，在体育竞技过程中，让
大家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
也能让孩子们从小树立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概念。”李辉说
道。

采访中，市台联会会长王仁锦表示，与上一届体育嘉
年华活动相比，今年参加的人数更多了、人群更广泛了。

“健康的身体素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希望通过这次
活动，让大家加强体育锻炼意识，强身健体，充满激情和
活力地投入生活和工作中。同时，通过‘和平、友谊、进
步’的体育竞技精神，进一步凝聚台胞台属向心力，为开
展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工作奠定坚实基础。”王仁锦说道。

当天，市台联会还召开了对台方针政策专题学习会，
宣传我市“惠台30条”新政。 （王敬 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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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临近，不少市民
早早就在酒店预订了年夜饭，据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目前全市内
承办 10桌以上年夜饭的餐饮单位共
计 22家，满负荷预定桌数约为 750
桌，已预定594桌，年夜饭就餐人数
已达6000余人。

为确保节日期间年夜饭餐饮安
全，市市场监管局提前介入，组织
开展围绕重点节假日和年夜饭的专
项检查。检查范围涉及餐饮经营户
和餐饮单位的供货商，以食品原料
采购索证索票、餐用具清洗消毒、
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食品留样、

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应急能力建设
等为重点内容，加强重点巡查和监
督检查，及时消除各类食品安全隐
患。同时，了解和掌握各餐饮单位
年夜饭承办情况，对承办 10桌以上
年夜饭的餐饮服务单位进行登记备
案。

目前，执法人员发现存在安全
隐患餐饮店3家，对餐饮供应商食材
抽检不合格立案1家，集中约谈了承
办年夜饭、集中聚餐餐饮服务单位
负责人，强化餐饮服务单位负责人
食品安全责任意识。

（周耀华）

市场监管开启监督模式 让群众吃上放心年夜饭

本报讯 近日，大麦
屿街道组织人员对小陈岙
水库附近一处近千平方米
的涉水违建厂房进行集中
拆除，消除其对水库生态
环境带来的威胁。

据了解，该处厂房建
于上世纪 90年代，为钢架
结构，主要用于锻打加
工。厂房离水库仅 100 多
米，对饮用水水源存在潜
在污染风险，不符合相关
法规。

近阶段，大麦屿街道
将涉水违建拆除和“三改

一拆”工作有机结合起
来，组织人员向企业主讲
明涉水违建对水库生态环
境的影响，尽最大程度得
到他们的理解和配合，从
而形成互动互促的良好局
面。同时，保持拆违工作
的高压态势，建立完善日
常巡查机制，做到巡查到
边、到沿，不留死角。

接下来，该街道将继
续对该水库周边 6 家涉水
企业进行集中拆除，涉及
违建面积约 3000 多平方
米。 （陈衡）

大麦屿拆除涉水违建

保证饮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