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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购房人张圣泽，身份证

号 码 ：
331021198708011262，订购
玉环华鸿小区 22栋 2302号
房，因本人保管不善，将该
房 屋 收 款 收 据 （金 额 ：
2063286 元 ， 发 票 号 码 ：
07310709， 发 票 代 码 ：
3300162350）原件遗失，现
声明房款收据原件作废。

遗失 2016年 4月 9日由
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1021610039534， 于 2019
年9月25日声明作废。

叶慧丽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310210112599， 于
2019年9月25日声明作废。

叶慧丽

新闻综合频道

07:00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玉环新闻

07:25 333新闻窗

08:00海湾影院

不期而遇

09:50幽默观察家41

11:00全民运动汇43

11:30 金色港湾

12:00玉环新闻

12:25 333新闻窗

12:40悠游天下 32

13:00海湾影院

最美的时候遇见你

15:00 玉环新闻

15:25 333新闻窗

16:00新时代物语

16:30大厨到你家59

17:00金色港湾

17:15动画片

快乐摩登第二季4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快乐摩登第二季5-6

18:00幽默观察家41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

联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榴岛聚焦

20:05 爱心改造家 6

20:30榴岛先锋下

20:45新时代物语

21:20玉环新闻

21:45榴岛聚焦

22:05 爱心改造家6

22:30榴岛先锋下

22:40海湾影院

霸王别姬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0月30日（星期三）

社会生活频道

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金色港湾

07:30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33

08:15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34

09:00玉环新闻

09:25 333新闻窗

09:40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35

10:30长在面包树上的女

人36

11:25生活大参考

12:00金色港湾

12:40 大厨到你家81

13:00玉环新闻

13:25 333新闻窗

13:45红旗漫卷西风25

14:30红旗漫卷西风 26

15:20红旗漫卷西风 27

16:20《达达剧场》91

16:50全民运动汇49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开国元勋朱德13

18:20开国元勋朱德14

19:10榴岛先锋下

19:40悠游天下 41

20:00玉环新闻

20:25榴岛聚焦

20:50爱心改造家6

21:05红旗漫卷西风 25

21:50红旗漫卷西风26

22:35红旗漫卷西风27

本报讯 眼下，我市车辆ETC安
装普及工作正加速推进。10 月 28
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全
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在籍车辆及特种车辆 ETC
安装率于10月底前要达100%。年底
前，全市 ETC用户安装率达到 80%
以上。

据了解，ETC是通过“车载电
子标签+低碳畅行卡 （IC 卡） ”与
ETC专用车道内的微波设备进行通
讯，实现车辆不停车缴纳高速公路
通行费功能的全自动收费系统。

“根据台州市要求，今年要完
成全市 ETC用户安装率 80%以上的

目标，我市的任务数是66629辆，截
至 10月 27日，我们已经完成 44121
辆。在 2019年底前办理 ETC，银行
将上门服务并免收相关设备等费
用。”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总工
程师林定保表示，对此我市交通运
输部门全面排摸所有在籍车辆，确
保 10 月底前，我市在籍的客运车
辆、出租汽车、网约出租车、租赁
车辆、城市公交、教练车 ETC安装
率达到 100%；我市各级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籍车辆
及特种车辆 ETC安装率达到 100%。
12月底前，在全市广泛推广ETC车
载装置安装，引导社会车辆安装

ETC，完成ETC安装工作。同时，大
力组织推广货运车辆安装 ETC车载
装置。

目前，我市 ETC 已与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
行、玉环农商银行、邮储银行等6家
银行展开合作，业务种类丰富，开
设代理网点63个。

同时，我市在现有 63个代理网
点基础上，联合合作银行利用网点
和服务优势，外拓 79个流动网点，
进驻车管所、车辆检测站、行政服
务大厅、居民小区、行政村形成遍
布全市的 ETC安装服务网络，积极
为社会车辆提供预约安装、上门安

装等便民服务。
“ETC 是政府大力推行的一项

节能降耗、机器换人、便利车辆通
行的惠民政策。随着 ETC的不断普
及，之后各类公共停车场也将逐步
推广使用ETC支付停车费用。”林定
保介绍，自 2020年元旦开始，除国
务院另有规定外，各类高速通行减
免的优惠政策均依托 ETC 系统实
现。ETC车辆可在全国享受通行费
95折基础优惠；货车办理 ETC，还
可在省内国有路段享受 85折通行费
优惠；ETC车辆在省内部分路段可
免费通行等。

（李敏敏）

争取今年完成全市ETC用户安装率80%以上的目标

我市多措并举加快推进 本报讯 10月 28日晚，市传媒中
心（市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主任
（台长）李卫国以《牢记为民初心 勇
于攻坚破难——全力推动玉环传媒事
业实现新突破》 为题，为传媒中心
127名党员上了一堂生动的主题教育
专题党课。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明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专题党课围绕“每名党员应该不忘什
么样的初心，牢记什么样的使命，如
何做到不忘初心和使命”三个问题，
并结合李大钊、赵世炎、郭口顺等一
大批有信仰、守得住、耐得住的共产
党员先进模范代表的事迹，向与会的
党员交流了自己的想法。

专题党课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
向，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工作者；坚持
正确舆论导向，做引领时代的新闻工
作者；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做业务精
湛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工作取
向，做作风优良的新闻工作者。”是习
总书记对新闻人提出的殷切希望，中
心所有新闻人必须以此为从业标准和
要求，时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恪
守肩负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在党
姓党、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护
党、在党忧党，做到让党放心、让人
民满意，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

专题党课要求，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玉环传媒要担负起新时
代“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应对挑
战、抓住机遇，提高传播时效，树立
舆论权威，改进服务模式，满足群众
需求，打造智慧广电，畅享数字经济。全体新闻人要时刻
牢记党的嘱托，提升自身能力素质，务实创新讲好故事，
做会拍、会跑、会写、会直播的新闻工作者。 （路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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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生产经
营还顺畅吗？”“订单量是
不是稳定？”10月 25日上
午，坎门街道“两新”组
织主题教育指导员郭振宇
和同事来到所联系的玉环
思安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为企业送服务、送政策，
开展“扶工强企”工作。

在企业办公室，郭振
宇给企业主算了一笔股改
账：该企业今年税收缴纳
已经超过了前三年的税收
缴纳均值，有 15％以上的
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按程序完成股改，会有
50万元的补贴奖励。企业
主听完详细的政策解读
后，欣然表示愿意进行股
改。随后，工作人员还给
企业主介绍中介公司，帮

助企业顺利推进股改。
“我们的任务是扶持

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一个
上午，郭振宇跑了 3 家联
系企业，指导了解企业实
际困难，把股改政策、设
备采购补贴政策、人才引
进政策等送到企业主手中。

自 主 题 教 育 开 展 以
来，坎门街道积极推进

“百千万”、深化“三服
务”，组建一支“两新”组
织“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指导员队
伍，认真开展走访，深入
企业一线，切实为企业送
服务、解难题、树信心，
指导企业党组织开展好主
题教育，将成效落到实
处。

（潘瑶强）

上门送服务促发展

本报讯 “我们污水管
网工程完工了，但是下雨
天水会溢出来，希望帮助
我 们 查 找 下 问 题 原 因
……”10月 25日上午，楚
门镇召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民主座
谈会，听取社会各界对镇
级中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会 上 ， 56 名 村 （社
区） 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两代表一委员、企业
代表、群众代表等畅所欲
言，提出了 45 条意见建
议，涉及 17个责任科室和
站所。对此，楚门镇立即

发放意见建议交办清单，
要求各责任领导当场表
态，确定办理责任，明确
整改时限，及时进行反馈。

“乡镇干部要走出机
关、下到村里、深入群
众，主动问政于民、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帮助基
层解决问题和困难，针对
村（社区）、企业提出的各
类意见建议，要加强沟通
联系、协调配合，保质保
量完成各项交办任务，做
到事事有回复、件件有落
实。”楚门镇党委书记金加
树说。 （应军 郑微微）

听意见抓落实显成效

本报讯 10月26日一早，刚
打扫完善港路的林阿婆匆忙收拾
起清扫工具，便往清港镇卫生院
跑。原来，为庆祝省第 23个环
卫工人节，让城市美容师更好了
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当天，由清
港镇为环卫工人组织的健康体检

活动在清港镇卫生院进行，共有
200余名环卫工人参加了健康体
检。

体检现场，医务人员认真细
致地为每一位环卫工人做内外科
检查、抽取血液标本、测量血压
和心电图测试等常规检查。

“我干环卫工作已经 10多
年了，镇里给我们安排了这次健
康体检，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感
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
会以更好的工作成绩来回报。”
在现场等待体检的环卫工人陈大
爷说道。 （季琼 文/摄）

情系一线环卫工 健康体检暖人心

本报讯 10月 25日，市港航口岸和渔
业管理局联合当地市场监管（食安办）、公
安及相关乡镇（街道），组织执法人员前往
玉城、清港、沙门、干江等地的淡水养殖
场，对养殖的鳙鱼、鲫鱼、河虾等养殖品
种进行抽样检测。此次行动主要对全市淡
水养殖的水产药物残留进行检测，确保初
级水产品质量安全。

当天，执法人员共抽检了 8家淡水养
殖场，抽检样品达 9宗。每到一处，技术
人员对现场捕捞上来的淡水鱼虾进行技术
处理，按照每宗水产品保存 2份样品进行
封装。此外，执法人员还检查养殖场的饲
料堆放仓库，查看饲料的生产厂家、出厂
日期及有无霉变等情况。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就初级水产品
的质量安全等相关知识进行了宣讲，要求
养殖户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按
相关标准采购饲料等，严把投饵和用药
关，不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杜绝
使用禁用药物。

据悉，此次行动是针对近期市场上出
现的淡水鱼虾非法添加违禁物现象而开展
的, 相关部门将本着对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
态度，从源头管控入手, 以抽样检测促规范
养殖, 切实消除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隐患,
筑牢群众食品安全屏障。此次检测结果预
计在一至二周后公布。 （倪建军）

我市抽样检测
水产药物残留

本报讯 10月 26日下午，龙溪镇首个
乡贤参事会——龙溪镇东港村乡贤参事会
成立。至此，东港村村民自治、乡村振兴
等方面又多了一个好帮手。

乡贤参事会作为一种新型乡村社会组
织，通过激活乡贤资源，发挥乡村精英在
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新农村
建设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地处漩门湾北
岸的龙溪镇东港村，由原来的法山头村、
渔业村撤并而成，独特的地方水土孕育一
大批企业家等优秀乡贤人士，乡贤文化底
蕴浓厚。为了弘扬“教化村民、反哺桑
梓、泽润乡里、温暖故土”的乡贤优良传
统，充分发挥乡贤在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在龙溪镇党委、政府、乡贤联
谊会的支持下，东港村乡贤参事会应运而
生。

首届东港村乡贤参事会有会员 53人、
特聘会员8人、名誉会员3人。他们是由热
心服务东港村发展的老领导、老党员、村
两委成员、经商创业的企业家和农村专业
户等优秀人士自愿组成的。该基层社会团
体将在政治引导、经济带动、文化引领等
方面发挥作用，助推乡村振兴。 （詹智）

龙溪首个乡贤
参事会成立

本报讯 10月 25日，芦浦镇
组织工作人员依法拆除了小塘村
一非法泡沫加工坊，拆除建筑面
积200多平方米。

该非法泡沫加工坊匿藏在小
塘村的一处违建平房内，周边全
是居民。一进入院门，就能闻到
一股刺鼻的气味，院内摆放着简

陋加工设备，随处可见私搭乱接
的电气线路，消防隐患极大。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加工坊
无任何治污设施、无环保手续，
在生产中产生的有害气体和废水
随意排放，严重影响附近居民的
生活。

对此，工作人员曾多次责令

其停止生产并搬离，但受利益驱
使，该加工坊仍偷偷非法生产。
10月 24日，芦浦镇、生态环境
玉环分局等联合查处，责令其停
止生产，依法下达行政处罚书及
拆改通知书，并于次日对该违建
实施拆除。

（林青青）

取缔非法泡沫加工坊

本报讯 10月 25日，鸡山乡
联合市委政法委在火车村文化礼
堂举办平安宣传送戏下乡活动。

“邪教危害真不少，听我简
要对你讲，诸位乡亲要听好，请
记牢！”在群众喜闻乐见的“三

句半”中，相关政策、平安玉环
知识穿插其中。期间，精彩的舞
蹈、轻快俏皮的快板、以方言演
绎的小品轮番上场。

与此同时，鸡山乡组织各职
能部门，同步设置普法宣传点，

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案
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与日常生活
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并针对扫
黑除恶、禁赌禁毒、反邪教、消
防等方面的常识进行详细讲
解。 （章文璐）

送戏下乡助推平安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