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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增值税普通

发 票 一 张 ， 发 票 代 码 ：
33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12062593，于2019年9月17
日声明作废。
玉环新华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遗失2018年5月15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G55CW4U，
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声明作
废。
玉环罗奇佳门窗修理服务部

遗失 2016年 9月 7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G95DN9R，于
2019年9月17日声明作废。
玉环陈雪燕水产品经营部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310210172785， 于
2019年9月17日声明作废。
台州德吉达瓦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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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中午 12时，东海
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全面
开渔。我市最后一批 50艘拖网、帆
张网等作业渔船从码头、港口直奔
出海口，奔赴各自渔场作业。

“哒哒哒……”当天上午 9 时
许，坎门中心渔港内港码头一片繁
忙景象，渔民们有的三五成群将煤
气、米、油等物资搬上过驳船；有
的从亲人手中接过行李，匆匆赶往
码头；一艘艘装载着生活物资的驳

船，不停地在码头和渔船之间来
往，渔民们的脸上充满了对丰收的
憧憬。

据了解，此次解禁出海的最后
一批渔船主要捕捞带鱼、鲳鱼、小
黄鱼等鱼类，也是海捕渔业的“主
力部队”，大的拖网渔船出海一趟作
业时间长达一个月。

浙玉渔17014的船员们正将收网
用的麻绳捆绑打包，船员董师傅
说，他们早早就开始修船、修网、

购置食物日用品，现在各项准备工
作都已经完成。“我们全部准备齐全
了，就等12点一到开船。”

浙玉渔17099的船老大骆和平双
手提着食品和衣物，等待过驳船接
他回到母船。骆和平从事海上捕捞
作业已经 20个年头，他的船是单拖
渔船，按照伏季休渔规定，休渔时
间最长，超过 4个月。对于此次东
海全面开捕，他满怀期待。“我准备
了 2个月的伙食和 50多吨冰块，以

备海上长时间的生产作业。”骆和平
说。

拖网作业渔船在前方“冲锋陷
阵”，作为后备力量的渔运船也在做
着最后的准备工作。闽连运65888号
的船员刘地银说：“我们为这次出海
准备了充足的物资，希望能顺风顺
水，鱼虾满仓，渔民丰收，我们运
输船也能多赚钱。”

（李敏敏 吴铭）

东海全面开渔

渔民摩拳擦掌期待鱼虾满仓

9月 15日，在干江镇栈头渔业码
头，搬运工正将过驳船上的鱼货装上
车，然后投放市场。这些鱼货是在大
陈渔场附近以灯光围网捕获的。

吴达夫/摄

本报讯 近日，全国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适宜技
术培训班暨 2018年度项目
先进表彰大会召开。玉环
被评为全国心血管病高危
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
项目先进项目点，也是台
州唯一获此殊荣的地区。

据悉，心血管病高危
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
项目是由国家财政部和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
是国家增加医疗卫生投入
惠及民生的一项重大举
措。该项目主要研究和评
估心血管病高危人群筛查
和综合干预适宜技术，通
过基层筛查数据的收集积
累，确定高危人群分布，
进行长期随访干预，从而

努力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
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自 2014年我市作为全
国首批调查点以来，累计
完成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初
筛3万余人，检测出高危人
群 6000余人，居民心脑血
管病急性事件报告发病率
与 2010 年 相 比 下 降 了
15.85%。2019年，我市圆
满完成第五期全国心血管
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
合干预项目。其中初筛
2027人，筛出高危人群597
人，短期随访干预 552人；
长期随访 5159 人，干预
4894人。上报临床结局事
件411例，上报率90%。各
项任务完成率处于浙江省
前列。 （郑丹琦 李松涛）

我市获“全国先进项目点”
台州唯一

本报讯 “以前安一台空调要
考虑供电负荷，现在电力改造升级
了，买家电再也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了。”坎门街道黄门村外辽片的居民
陈先生说。

据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用电器走进寻常百姓
家，黄门村用电需求随之激增，而
原有的线路经海风、雨水等侵蚀已
出现老化、腐蚀等现象，且线径
小，线路“卡脖子”时有发生，同
时外辽片的400多户居民一直仅靠一

台200千伏安的变压器供电，大大影
响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对此，在今
年3月份，国网玉环市供电公司第一
时间组织技术人员实地勘察，制定
合理的低压线路改造方案。

“我们将原来 50至 70平方毫米
不等的裸导线全部更换为125平方毫
米的绝缘线，在外辽片还增设了一
台400千伏安农村公变，同时将旧的
8米电线杆替换成12米电线杆，有效
缓解了该村用电紧张状况。”国网玉
环市供电公司坎门供电所黄门村台

区经理庄黄杰说。
“以前风稍微大一点，我们冷冻

厂就会跳闸停电，损失很大。现在
电压很稳定，很少出现停电状况。”
低压线路改造完成后，在村里经营
水产公司的黄岩峰表示受益颇多。

在坎门街道东安村内，国网玉
环供电公司的 10多名施工人员也在
紧张有序地改造低压线路，更换线
径小的电线，替换老旧的电线杆，
确保村民用上放心电。

黄门村和东安村的低压线路改

造只是国网玉环市供电公司今年农
村电能质量优化工程的缩影。

据悉，今年以来，国网玉环市
供电公司对中山村、苔山村、黄门
村等 54个村开展以农村电网改造升
级为主的电能质量优化工程，共计
投资 1021万元，改造低压架空线路
及接户线近500公里，同时，将老旧
破损及线径过小的架空线路全部更换
升级为全新、大线径线路，部分裸导
线也全部更换为绝缘线。目前，54个
村已全部完成改造。 （林俐 陈维益）

让百姓用上放心电

54个村完成电能质量优化

本报讯 近日，全国
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天津市落下帷幕。比赛
中，我市健儿自强不息、
奋勇拼搏，喜获佳绩。9月
15日上午，市残联组织工
作人员为我市健儿送上鲜
花和慰问金，向他们表示
祝贺。

在全国第十届残疾人运
动会上，坎门姑娘黄璜获得
了女子听障组 800 米第二
名，400 米、1500 米第四
名；集体赛中获得4*100米
接力、4*400 米接力第二
名。

看到前来慰问的工作
人员，黄璜和妈妈王胜霞热
情地将他们迎了进去，并将
此次比赛获得的证书和奖章
一一展示了出来。王胜霞一
边和工作人员一起回顾比赛
视频，一边表示，自己会用
心做好后勤工作，让女儿能
在每一次比赛中都心无旁
骛地赛出好成绩。

得知黄璜准备向马拉
松比赛发起冲刺时，工作
人员鼓励她要继续发扬勇
于吃苦、敢于拼搏的精
神，争取在赛场上再创佳
绩，再续辉煌。

随后，工作人员一行
又来到了王存涛家中。在
此次运动会中，台州市仅
有2位特奥健儿代表浙江参
赛，王存涛是其中一位，
且是玉环唯一一名参赛运
动员。

据了解，特殊奥林匹
克运动会针对智能低下、
言语不清的神经和精神障
碍患者，甚至是生活不能
自理的儿童和成人举办的。

在此次比赛中，王存
涛在个人赛中获得了铅
球、200米赛跑金牌，集体
赛中获得了 4*100米接力、
4*400米接力铜牌，为浙江
代表队增添光彩。此外，
他还是浙江省代表队中唯
一的双料金牌运动员。

（胡琼晓 金榆也）

市残联看望慰问
残疾人运动员

为庆祝第35个教师节，我市各乡镇（街道）纷纷召开
教育大会、表彰大会等教师节庆祝活动，营造新时代玉环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乡贤、商会、企业家等社会各界助
教兴教热情也不断高涨，以捐赠、奖励等形式助推玉环教育
高质量发展。其中，龙溪镇今年继续筹资17多万元，当地乡
贤联谊会捐资16.7万元共同表彰全镇中小学、幼儿园优秀师
生，不断营造奖教奖学的良好氛围。 本报通讯员

龙溪襄教助学方兴未艾
本报讯 “太开心了！有了这

些简易的运动器材，不仅让我们的
老年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也让我们
的身心都得到了锻炼。”92岁的黄再
青在收到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送来的运
动器材后，一边锻炼一边感叹道。

昨天上午，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开展送运动器材进敬老院活动。他
们把柔力球、握力球、小哑铃等8种

适合老年人锻炼的运动器材送进市
长者公寓，为近 50名老人带来运动
的快乐。

现场，老年人体育协会成员开
始手把手教导老人们如何使用运动
器材。其中，兜球深受老人们的喜
爱，这项运动简单易学、运动强度
也不大，但却能很好地锻炼到全身。

“手腕轻轻高抬，扔出一个弧

线。”在协会成员的教导下，75岁的
阮金文很快就掌握了兜球的小技
巧。“实在是太有趣了！”多次投球
成功后，老人高兴地说。

据悉，此次活动是“展风采 庆
华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全市
老年体育系列健身活动大联动的项
目之一。下阶段，市老年人体育协
会还将组织重阳书画展、保健讲

座、健身气功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在老年群体中倡导积极、健康、文
明、向上的生活方式。

“锻炼才是老年人最好的保健
品。我们要让老年人能够拥有更好
的生活品质，让他们老有所乐、老
有所为、老有所能，营造良好的运
动氛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范
公浩说。 （林俐 王凌轩）

老体协开展体育下乡活动

让老年人尽享运动之乐

灯光围网带回大量海鲜灯光围网带回大量海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