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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城

警示教育筑牢廉政防线
本报讯 近日，玉城街道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兵分两路，分别到市
人民检察院、市看守所警示教育基
地参观并接受警示教育。

在参观了市人民检察院警示教
育基地后，广大机关干部纷纷表
示，这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
礼”，让大家更直观地明白了做到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的重要性，今后在工作中也将
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
廉政意识和责任意识，真心实意为
群众谋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在随后召开的街道警示教育大
会上，玉城街道纪工委书记林志范
通报了近期几例反面典型，为街道
全体党员干部敲响“警示钟”。玉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詹江鹏为全体机
关干部上了一堂廉政主题的警示教
育党课。 （许珊珊 狄泓成）

坎门

拧紧反腐“总开关”
本报讯 日前，坎门街道纪检

办工作人员走访 19 个辖区社区
（村），将《玉环市农村党员干部违
纪违法案例选编》送到各主职干部
手中，要求他们组织社区（村）干
部认真学习，以案为鉴，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拧紧思想“总开关”。

连日来，该街道纪委重点开展
“七个一”活动，通过参观学习、
展板宣传、培训教育等多种手段，
浓厚警示教育氛围，受到了大家的
好评。

此外，该街道继续在各社区
（村）陆续开展廉政警示展板巡展
活动，受教育人数累计达 500人以
上。为了减低廉政风险，加强防
范，该街道还组织机关各科室及19
个社区（村）开展廉政风险排查，
及时发现苗头，提高干部的警惕
性。 （潘瑶强）

楚门

廉政警示教育不停歇
本报讯 5月27日上午，楚门镇

组织镇机关中层以上干部前往市看
守所，开展了一次深刻的廉政警示
教育活动。

在看守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机关干部依次参观了看守所日常管
理、医疗卫生、监区文化等展示图
板，并观看了廉政警示教育专题
片，让大家深受教育。

通过此次活动，镇机关干部纷
纷表示，要引以为戒，在今后的工
作生活中，进一步增强自身党性、
党风、党纪和反腐倡廉教育意识，
自觉遵守党纪条规和法律法规，筑

牢“拒腐防变”思想堤坝，坚决守
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
从根本上杜绝腐败行为的产生。

据悉，在全镇开展的“警示教
育月”活动中，楚门镇还召开全镇
典型案例通报暨村（社区）干部警
示教育大会，通过通报违纪违法典
型案例，要求全体村（社区）干部
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以案明纪，
进一步构建风清气正的村级政治生
态。会议还对班子建设、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村议事规则制定及
执行等村级巡察注意要点进行了培
训。 （应军）

鸡山

着力打造清廉鸡山
本报讯 近日，鸡山乡结合市纪

委下发的《玉环市警示教育月活动
实施方案》要求，开展了一系列廉
政教育系列活动，着力打造党风清
正、民风清朗的清廉鸡山。

系列活动中，鸡山乡先后召开
了青年干部典型案例剖析座谈会暨
警示教育月党风廉政专题培训会和
警示教育大会暨清廉鸡山建设推进
会，传达市级警示教育大会的会议
精神，分析反面案例，之后机关青
年干部畅所欲言，通过个人谈体
会、谈感想，让警示教育入脑入
心。

鸡山乡还组织纪检办干部登上
渔船，向渔民党员讲解分析警示案
例，打通警示教育“最后一公
里”。此外，该乡全体机关干部还
前往市看守所参加廉政警示教育活

动，通过图片展览、视频资料、现
场参观等方式，告诫广大干部要廉
洁自律、执政为民。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鸡山乡
还积极打造廉政文化，从码头到乡
政府一路走来“清风庭院”“廉洁
路”以及机关办公楼的廉政文化布
置等，让岛上的机关干部、村干部
时刻感受廉政文化的熏陶，切实做
到警钟长鸣，清风拂面。

（沈善秋）

玉环经济开发区

警示教育促拒腐防变
本报讯 近日，玉环经济开发区

组织各局（办、公司）中层以上干
部，集中前往市人民检察院警示教
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进一步筑牢
广大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在警示教育基地，大量真实鲜
活的典型案例和生动详实的图片资
料，给大家带来了强烈的感官冲击
和巨大的心灵震撼。大家纷纷表
示，人生方向始终掌握在自己手
中，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一定要严
于律己，不断加强自身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建设，通过学好榜
样、守好底线，当好一名出色的机
关干部。

据了解，接下来玉环经济开发
区还将继续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警示教育月”系列活动，切
实增强全区广大干部职工的廉洁自
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全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机关守廉氛围。

（王鸿义 徐林 陈蕾）

我市各地掀起警示教育新热潮

近日，市公路局组织应急
抢险人员，集中修复环岛南路
大麦屿段破损路面，保障来往
群众出行安全。据了解，该路
段自去年2月完成沥青路面改造
后，车流量随之快速增长，加
上频繁降雨，路面出现不同程
度的坑洞和裂缝病害。对此，
市公路局及时落实抢修任务，
利用晴好天气出动人员和机械
设备，填补坑洞 200多平方米，
并对路面裂缝进行沥青灌缝260
米，消除公路安全隐患，改
善通行路况。

郑焙升 摄

修补路面保畅通修补路面保畅通

本报讯 “这简直是太方便了，
不出办公室就能拿到海关签发的原
产地证书……”5月 27日，葛林峰
捧着“热腾腾”的原产地证书，难
掩语气中的激动。

葛林峰是台州检验认证有限公
司的办事员，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台
州海关驻玉环办事处行政审批签证

窗口排队取证，现在他在办公室点
点鼠标就可以拿到原产地证书了，
不仅省时省心，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了。

“之前拿证，一旦碰到人多或
者其他情况，一本证书要折腾好几
天，现在好了，足不出户就可以拿
到了，这个时效性值得点赞。”葛
林峰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海关总署决定自 5月
20日起，符合条件的原产地证书可
进行自助打印，实现原产地证书申
领“零跑腿”“零见面”。原产地证

书申请人或者代理人可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或“互联网+海
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自行打
印海关审核通过的版式化原产地证
书。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可自助
打印的原产地证书有15种，包括中
国—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中
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
—瑞士、中国—冰岛、中国—格鲁
吉亚、中国—新加坡、中国—韩
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
产地证书、《亚太贸易协定》（输韩

国）、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烟草真
实性证书、转口证明书、加工装配
证书等。

据统计，2018年，台州海关驻
玉环办事处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11058 份，货值 61832 万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 5.45%和 10.53%。“接
下来，我们办事处还将通过举办政
策宣讲会，精准帮扶等措施，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政策红利，助
推台州外贸发展。”台州海关驻玉
环办事处工作人员符雨诗说。

（林俐 王凌轩）

海关原产地证书可自助打印啦

本报讯 近日，市人民医
院外科第二党支部联合龙溪镇
外来流动党员党支部联合开展
的“关爱女性健康”公益行活
动，走进龙溪镇新玉环人夜校
健康课堂，党员志愿者医师们
为外来育龄妇女讲解妇科防护
知识、测血糖血压、解答妇科
疑问，给她们送上健康礼包。

健康课堂上，市人民医院
外科第二党支部党员、产科主
任许敏结合外来育龄妇女打拼
在异地的实际，运用PPT和临
床病例，结合案例，围绕女性
的生理特征分别讲解了妇科常

见病的防治、宫颈疾病的症
状、宫颈癌、乳腺癌如何进行
自我检查和筛查等知识，提醒
大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预防，及时诊疗妇科疾病。

课后，新玉环人育龄妇女
姐妹们仍抓住机会，纷纷围着
党员志愿者请教起健康问题，
志愿者们也给她们量血压、测
血糖，忙得不可开交。

通过参加当天的活动，新
玉环人育龄妇女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活动是实实在在的好
事，希望今后能多多开展。

（詹智）

为新玉环人送上健康礼包

本报讯 近日，在市新希
望学校操场上，500余名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整齐端坐，认真
聆听一场与青春有关的健康教
育课。

当天，市皖江红计划生育
家庭服务中心联合坎门街道计
生协、四川资中驻玉环流动人
口计生服务站共同组织了一场

“共奋进建新功，喜庆新中国
成立70周年”青春健康进校园
活动，来自坎门中心卫生院的
医生以《萌动的青春》为题，
把青春期情感和生理的知识、

经验及自我保护意识观念传递
给在场男女生，“Yes or no”现
场互动环节，不仅让学生们检
验了课堂所学，更掀起了整堂
课的高潮。

市皖江红计划生育家庭服
务中心负责人陈修海告诉笔
者，近年来，协会联合坎门街
道计生协多次开展青春健康进
校园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外来
务工人员青少年子女了解青春
期健康知识，都可以健康成
长。

（潘瑶强）

坎门：

健康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 5 月 25 日下午，
百名晨练爱好者分会会员欢聚
一堂，共庆玉环体育总会晨练
爱好者分会成立7周年。

当天，会员们都身着统一
服装，早早来到现场。在会长
董怀友带领下，大家忆历史、
望未来，情到动人时，不时爆
发出轰鸣的掌声。部分会员们
还精心准备了《燃烧我的卡路
里》《健身球》等热情动感的
舞蹈和歌曲，一次次将现场气
氛推向了高潮。

“分会像我们的家一样，
通过参加锻炼，我的体重减下
来了，血糖、血压也没有超
标。”会员苏为定开心地向记
者分享了加入分会的体验。

据了解，晨练爱好者分会
成立于2012年5月27日，成立
之初仅30余名会员，经过近几
年发展，会员已达 164名，晨

练队伍得到稳定有序发展，会
员锻炼意识日益增强。

此外，分会还积极开展各
类公益爱心活动，公益足迹遍
布玉环角落，其晨练之家和蔬
菜果园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
可，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为推
动我市全民健身和慈善事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去年，分会相
继获得市体育社团星级考评三
星级、浙江省飞镖项目先进单
位等荣誉。

“我们成立的目的是增强
体质，促进交流，大家一起参
与公益，传播正能量。”董怀
友表示，他们将通过组织体育
锻炼、参与公益服务、优化会
员服务，努力使晨练爱好者分
会成为更有特色的优秀团体，
让人人从中受益，使身体更健
康、生活更美满、事业更辉
煌。 （胡琼晓 金榆也）

晨练爱好者分会7岁啦

本报讯 初夏是众多水果
上市的季节，味道香甜的小白
瓜自然也不能落下。我市本地
的小白瓜最受青睐，目前售价
不错但产量偏低。

近日一大早，龙溪镇小白
瓜种植户陈云行就带着篮子和
剪刀，前往自己的瓜棚里收
瓜。“一周前就开始采摘了，
今年种的不多，就一亩地左
右。”陈云行边说着，手头的
活也没停下来。他告诉记者，
今年小白瓜的产量不如去年，
不过好在目前的价格令他满
意。“今年收的白瓜批发价

高，差不多1公斤八九元。”
和陈云行有着相同感受的

还有干江镇盐盘村的种植户张
贤表。他种植的小白瓜除了平
时自己散卖外，还会批发售卖
给商贩，今年他明显感觉产量
低于去年。

据他分析，今年的小白瓜
减产主要还是雨水太多，瓜不
容易授粉，不过他告诉记者，
近阶段的天气还算不错，如果
天气持续晴好，小白瓜的销售
期还是可以延长至七八月份
的。

( 林怡 金烨鹏)

本地小白瓜“甜蜜”上市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1、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13日，2、
2019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26日在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

平台，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网络竞价，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

二、交易对象：

愿在租金起始价及以上受让本次交易标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

法注册和有效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三、交易方式：

交易采用在线报价方式进行，报价不统一安排场所，报名资料审核

通过且交易保证金已支付的意向受让方，自行登录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站进行报价。

四、报名截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至2019年6月12日10时止（1
号标的）、2019年6月25日10时止（2号标的）。 即日起接受咨询。意

向受让方须按规定在线办理报名手续，并以注册用户本人名义支付交易

保证金。网上转账或直接银行柜台划款等方式（不接受现金或支付宝等

第三方支付方式）缴纳，须保证足额资金在报名截止前到账（以网站载

明的银行到账时间为准）。

五、其它：

联系人：熊玲燕 联系方式：0576-87238114
监督部门：玉环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系统服务咨询电话：0576-87130875，15157107090 赖佳

玉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yhjyzx.com:8070/jmr/index
（进网址——国有产权交易，查看公告信息）

竞买操作手册：http://www.yhjyzx.com:8070/jmr/help
竞买人账号注册：http://www.yhjyzx.com:8070/register/entRegisterInfo

门面房出租公告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玉环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井小区门面房长康路好多多
超市对面（西起第3间）

玉环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石井小区门面房长康路好多多
超市对面（西起第7-8间）

起拍价（元）

24000

60000元

保证金（元）

4800

12000
玉环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