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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玉环新闻

07:20玉环话散

07:35榴岛聚焦

08:00海湾影院

反贪风暴

09:50幽默观察家40

11:00全民运动汇42

11:30玉见

12:00玉环新闻

12:20玉环话散

12:35榴岛聚焦

12:45悠游天下31

13:00海湾影院

六年 六天

15:00 玉环新闻

15:20玉环话散

15:35榴岛聚焦

16:00新时代物语

16:30大厨到你家57

17:00玉见

17:15动画片

快乐摩登第一季15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快乐摩登第一季16-17

18:00幽默观察家40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

联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 玉环话散

20:10榴岛聚焦

20:25玉见

20:45新时代物语

21:10玉环新闻

21:30玉环话散

21:45榴岛聚焦

21:55玉见

22:15海湾影院

战狼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0月25日（星期五）

社会生活频道

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玉见

07:30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13

08:15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14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40榴岛聚焦

09:50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15

10:35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16

11:30生活大参考

12:00玉见

12:40 大厨到你家79

13:00玉环新闻

13:25玉环话散

13:40榴岛聚焦

13:45红旗漫卷西风 10

14:30红旗漫卷西风 11

15:20红旗漫卷西风 12

16:20《达达剧场》86

17:00全民运动汇46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开国元勋朱德3

18:20开国元勋朱德4

19:10玉见

19:40悠游天下40

20:00玉环新闻

20:25玉环话散

20:40榴岛聚焦

21:00红旗漫卷西风 10

21:45红旗漫卷西风 11

22:30红旗漫卷西风 12

本报讯 “现在办证不用多个地
方跑来跑去，真的太方便了！”10
月 22日上午，从大麦屿街道工作人
员手中接过《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玉环林羲小炒店老板
娘周志会由衷地夸道。

目前，大麦屿街道“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然而《排
水许可证》申领程序复杂成了困扰许
多业主的难题。为解决《排水许可
证》申领中存在的路程远、耗时长等
诸多问题，该街道联合有关部门开辟
了《排水许可证》申请便民通道，通
过集中受理、上门服务等形式实现证
件申领“最多跑一次”，让大麦屿经
营户和企业主不用走出大麦屿就能领
到《排水许可证》。

当天上午，得知可以领证了，
近 50名“六小行业”的业主们不约
而同地来到《排水许可证》申领集
中受理点，每人只花费了不到5分钟
的时间，就领回《排水许可证》。据
统计，截至目前，大麦屿街道已为
建城区内226家“六小行业”发放了
《排水许可证》，预计本月月底前可
全部发放完毕。

“因为日常经营，‘六小行业’
业主每天都要在店里，办证很不方
便。自己办证需要把资料送到排水
公司，再通过住建审核，通常要跑

好几个单位部门，耗时又耗力。”大
麦屿街道“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攻
坚组成员高雪说，自从开辟了《排
水许可证》申请便民通道，由街道
工作人员“代跑帮办”，最后设点集
中发放，业主们方便很多。

采访当天，由大麦屿街道和有
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的服务队也正
抓紧时间，对大麦屿部分企业内部
管网进行查漏补缺，并协助他们填
写好相关申请资料，贴心地为企业
《排水许可证》申领提供上门服务。

（胡琼晓）

代跑代办助力“最多跑一次”
大麦屿开辟便民通道方便业主办证

本报讯 10月 21日晚，
玉城街道“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党课暨城市有机
更新项目攻坚组临时党支部
授牌仪式举行。

仪式上，玉城街道党工
委书记詹江鹏围绕“城市有
机更新”的概念、内涵等方
面，给与会的全体机关干
部、各村社区书记、街道辖
区城市有机更新攻坚组全体
成员等上了一堂生动且深刻
的党课。

詹江鹏勉励广大党员干
部，要把思想统一到市委城
市有机更新的部署上来，积
极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在城市有机更新工作中
砥砺初心、勇担使命，向新

时代美丽玉环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大家纷纷表示，将紧密
结合主题教育，认真倾听群
众呼声，做深做细群众工
作，共同努力把城市有机更
新这件大事、好事办好，为
建设一个居者自豪、来者依
恋、闻者向往的现代化海湾
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的仪式还为西青老
街及周边项目攻坚组、三潭
路两侧（南山村）项目攻坚
组、三合潭工业区三期项目
攻坚组等六个攻坚组成立的
临时党支部授牌。

市第一巡回指导组组长
陈毅法到会指导。

（许珊珊）

玉城：

为6个临时党支部授牌
近日，在漩栈线干江路段，

针对雨水滴漏毁路的现象，市公
路管理局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工
作人员用沥青填塞道路上的破损
缝、沉降缝等，确保行车安全。

吴达夫李金春 摄

检修道路裂缝保安全检修道路裂缝保安全

本报讯 道路两旁简陋的餐饮
店，摇身一变成了环境整洁干净的
新铺面；店内悬挂着食品安全监督
栏，消毒柜、灭蝇灯等一应俱全；
崭新的铝合金窗、塑料门帘将内外
隔离……连日来，行走在坎门街道
新大街上，餐饮店的新变化让人不
禁眼前一亮。

小餐饮店普遍存在经营面积
小、布局不合理、食品安全相对存
在隐患等问题。对此，从今年6月底
开始，市市场监管局坎门所以“前
灶后厅”现象较普遍的坎门街道新
大街为“切入口”，将店容店貌、硬

件设施、卫生环境、内部管理作为
整治重点，实现了新大街餐饮店的
全面改造提升。与此同时，该所通
过大力宣传、全面排摸等方式，确
保辖区餐饮店证照齐全、环境整
洁、“三防”到位、饮食安全，切实
提升辖区餐饮行业整体水平。

环境卫生整洁了，餐饮店生意变
得越来越红火。最早一批进行“前灶
后厅”整改的餐饮店老板李武感慨
道：“经过装修整治后，感觉自己在
里面上班都身心舒畅了不少。店里的
蚊虫明显减少了，食客对我们店的卫
生评价也提高了。”

“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整改问题是
好事情，肯定要积极配合的。平时
我们也会经常打扫店内卫生，给客
人们一个良好的用餐环境。”在坎门
街道解放路路口的一家特色小吃店
内，工作人员发现店内还未安装上
门帘，立即上前为店主武青海普及
相关知识并要求其马上整改，得到
了武青海的积极配合。

据了解，目前该所共出动执法
人员 800余人次，全面排查小餐饮
280 家，督促整改 200 家、关停 30
家、取缔8家。

“目前，我们主要对已改造提升

的餐饮单位进行日常监管，做到进
一步查缺补漏，防止出现反弹现
象，以更好的状态迎接‘创国卫’
检查。”市市场监管局坎门所监管人
员金相腾说。 （林俐）

“升级”餐饮店 迎接“创国卫”
坎门积极开展“前灶后厅”整改

第49号
经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过，决定任命：
周阳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现予公告。

第50号
经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通过，任命：
王再桑为市人民法院副院长；
龚冬娟为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免去：
卓雪敏的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陈进松的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职务。
现予公告。

第5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吴才平辞去
玉环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报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备案。

现予公告。
玉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0月24日

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本报讯 近日，鸡山乡
鸡山乡党委书记沈华忠以

“争做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为实现‘岛链振兴’的鸡山
梦不懈奋斗”为题，紧扣鸡
山实际，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鸡
山乡全体机关干部、基层党
组织书记、各村两委班子成
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授课过程中，沈华忠从
党的旗帜、党的历史、党的
擘画深刻解读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指出了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重要意义，要求
全体党员坚决做到矢志不渝

守初心、奋发有为担使命，
以实际行动自觉履行共产党
员的职责，为推动“岛链振
兴”的鸡山梦再前进再出
发！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
以此次专题党课为契机，深
入贯彻好鸡山“岛链振兴”
战略新思维，把基础做成亮
点、把短板化为优势、把创
新变成习惯，不断推动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绩，开创新局
面，努力交出新的更加优异
的答卷！

市委第三巡回指导组组
长吴可如到会指导。

（章文璐）

鸡山：

“领头雁”齐上党课

本报讯 昨天是霜降。当天一
早，市民们自发在玉环公园组织了
一场小型歌唱活动，以迎合户外吟
歌、抒发情志的霜降习俗。

在氤氲着丹桂的清香里，和着
音箱伴奏，一首首赞颂美好、弘扬
正能量的歌曲，齐声飞扬，现场气
氛热烈。

“非常开心能和姐妹们一起在这
么好的环境下唱歌，我们的心情非
常愉悦！”刘玉平是此次活动的组织
者之一，只见她挥舞着双臂，饱含
激情地指挥大家唱歌。

歌声酣畅淋漓，大家和着节
拍，不由自主地翩翩起舞。优美的
旋律不仅让歌者陶醉，还吸引了其

他过往的市民。只见一位呀呀学语
的小朋友也来凑热闹，她煞有介
事、有模有样地随音乐晃啊晃，着
实让人忍俊不住。就这样，在短短1
个小时的活动中，欢快的高潮一波
接着一波。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市民
来自城区各地，以中老年退休人员

为主。
陈洁也是这此活动的组织者之

一，曾经从事护理工作几十年。“霜
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通过这
样的活动，精神抖擞，迎接即将到
来的冬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
常有意义！”陈洁笑着说。

（龚松 郑涛 侯晙瑞）

霜降日 市民公园吟唱抒情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