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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
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
新闻志向、坚持正确工作取
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
者！”在新闻传播手段与传播
格局日新月异的时代，新闻
工作者们应该有怎样的姿态
和担当？在 11月 7日晚举办
的庆祝第十九个中国记者节
暨媒体融合一周年表彰会
上，市传媒中心 50多名一线
新闻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昨天是第十九个中国记
者节，全市新闻工作者欢聚
在市传媒中心1号演播厅，庆
祝自己的节日。

当 晚 ， 撤 县 设 市 这 一
年、榴岛聚焦、幸福的奋斗
者等8个栏目荣获优秀栏目称
号，《乐清湾大桥及连接线工
程今天通车 玉环60万百姓百
年梦圆》《全国首个捕虾全产
业链“海上加工中心”启
用》《让土地带着“嫁妆”寻
婆家》等 15篇作品荣获优秀
新闻作品，圆梦大桥时——
乐清湾大桥通车融合直播等5
个项目荣获媒体融合创新
奖。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
十佳通讯员等受到表彰。

当晚的表彰会还穿插了歌曲、小品、太极拳等记者自编
自导的精彩文艺节目，展现了广大新闻工作者朝气蓬勃、积
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面貌。

小品《爆竹声声》改编自玉环电视台《333新闻窗》
的一个真实案例，讲述了记者为交通事故受伤的农民工筹
医疗费，助他顺利完成手术，与家人过团圆年的故事，引
起了现场同行的共鸣，获得了阵阵掌声。

“记者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在传媒中心，我接触到
了非常多的优秀记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他们为榜
样，做好每一条新闻。”刚入职市传媒中心新闻中心的记者
李敏敏说。获得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的林航宇是一名从业
10多年的老记者，他表示，这份荣誉既是对之前工作的肯
定，也是对自己的激励，今后他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将
更多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广大观众。

市人民医院通讯员王华超已经连续 3年荣获优秀通讯
员称号，他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将从自己的行业出发，利
用自己的新闻敏感性，挖掘更多医疗信息，服务更多玉环
百姓。 路伟凤董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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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江镇小屿门老旧工业点被列
入我市 2019年 27个老旧工业点改造
提升计划，根据要求，要在今年 11
月底完成整个区块的违建“清零”
工作。但有群众反映，目前该区块
仍存有大体量违建厂房，拆除工作
迟迟难以推进。

近日，记者跟随市“三改一
拆”办工作人员来到小屿门老旧工
业点，该区块总建筑面积 6.2万平方
米，其中合法建筑面积 1.6 万平方
米，违法占比达到74%。

在现场记者看到，在工业点主
路两旁的企业大都大门紧闭，围墙
外被刷上了红色的“拆”字。然

而，这些违建厂房基本保持完好，
没有被拆除的迹象。

走进主路旁的玉环太平洋机械有
限公司，只见消防通道上方的铁皮棚
已经被拆除，不少环保设备以及等待
加工的半成品“盘踞”在通道上，一
些工业垃圾和废品丢得到处都是，这
让本就不宽的通道变得狭窄局促，也
使厂区布局看起来杂乱无章。

“这几天厂房在搬运清货，临时
搁置在过道上的。”“太平洋机械”
员工指着两边的机械半成品说道，

“等下就要搬进去喷漆，不会放在外
面太久的。”

企业员工提及的喷漆车间引起
了工作人员的注意，检查发现这是
一处简易棚，属于违法搭建。

此外，喷漆车间的环境问题也不
容乐观，粉尘和油漆厚厚地黏在铁皮
棚、墙壁以及电线上，随处可见开罐
粉刷的油漆桶，刺鼻的漆味通过下方
的几只排风扇，直接通向室外。

“这个车间原来就是用铁皮棚另
外搭建出来的，下面的排风扇把油

漆味散出去，不然人在里面根本受
不了。”喷漆车间操作工陈师傅告诉
记者，他在这里上班以来，车间一
直都是这样，平时他都需要戴着口
罩进行操作。

同行的干江镇查违办工作人员
杨笃尧介绍说：“这家公司厂房大部
分是两证齐全的，但里面也夹杂着部
分违法搭建，其中，厂房入口一侧以
及喷漆车间这排都是违建的，检查发
现的污染问题后期也都要整改。”

与太平洋机械同条路的还有邦
迪气动工具厂和一家阀门加工厂，
两家同属于违建。但“邦迪气动”
的负责人在接到镇里的拆迁通知书
后，就已经主动将厂房腾空，并请
了工人拆除厂房。

而这家占地 1300多平方米的阀
门加工厂依然有工人进出。虽然墙
上写着“拆”字，但厂区内的通道
上依然摆放着产品，车间内横七竖
八地摆放不少设备，2名小工正在清
理半成品。

“现在还没到拆违的最后时间，

我们能多做一天是一天。”其中一名
小工解释道。

据了解，小屿门老旧工业点共
有 10个经营主体，其中 9家从事机
械加工和制造，4家手续齐全，剩余
5家都是违法搭建。今年 5月，干江
镇曾向违建企业下发了限期拆除通
知书，责令违建企业在8月底前，全
部搬离腾空并拆除。但截至 10 月
底，累计拆除违法建筑 1.2 万平方
米，仅完成26%。

记者随后从干江镇了解到，考
虑到企业生产周期问题，短时间内
进行拆违，可能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计
划；同时，该镇早前计划在干江滨港
工业城如期完工后，能为小屿门工业
点的企业提供生产用地，但基于各种
客观原因也未能实现，这才致使小屿
门工业点大量违建至今存在。

“虽然拆违时间十分紧迫，但我
们会严格按照制定的任务书、时间
表、线路图，加快进度，确保在目
标时间内完成拆违任务。”干江镇副
镇长叶继勇表示。

干江小屿门老旧工业点拆违进度滞后
目前仅完成26%

本报讯 11 月 6 日，
在楚门镇环保路与湖滨路
的路口发生一起堪称“特
技表演”的事故。

通看交警的路面监控
看到，事故发生在当天下
午2时许，一辆白色越野车
沿环保路由东向西快速行
驶，与此同时，在湖滨路
上，一辆香槟色的大众轿
车也开得飞快。在经过环
保路与湖滨路路口时，两
辆车子都没有减速避让对
方，结果大众轿车直接撞
上白色越野车右后轮的位
置，造成越野车翻转了360
度后，侧翻在路中间。

事故发生后，几个路
过的市民马上跑到侧翻越
野车旁，所幸车里的两人

受伤并不严重，自己慢慢
从车里爬了出来。

楚门交警中队副中队
长杨国正介绍，他们接警
听到市民的描述后，一直
担心车辆翻滚将车上人员
甩出来造成严重伤害。到
现场后发现驾乘人员几乎
没受伤，询问后才知道主
要是因为两人都系了安全
带，事故发生后才避免悲
剧的发生。

交警特别提醒广大市
民，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
安全带，一旦发生事故这
就是条“生命带”。此外，
行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控
制车速，经过路口时更要
主动减速避让，预防事故
发生。（张伟 潘俊徐红漫）

城区路口上演“特技”事故
安全带保驾乘人员未受伤

11月7日上午9时，玉城街道综治办、团委、妇联工作人员，来到城关中心小学，联合开展“扫黑除
恶、弘扬禁毒、平安创建”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他们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资料的方式，向学生讲
解毒品种类、防毒方法以及毒品的危害。 黄翔/摄

平安创建进校园

本报讯 立冬时节，膏方又上市。
近日，我市几家医疗机构已陆续开始膏
方配制。

在玉环洪福堂康复医院一楼大厅，
市民陈逸频拿着刚调制好的膏方笑着
说：“我已经连续吃了几年的膏方，感觉
挺有效的。今年再来配一些补补身体。”

“秋冬季是吃膏方最好的季节。膏
方基本上是用滋补药品、补养药品调制
的方药，滋补性强，药物浓度高，疗效
显著，而且与一般汤剂相比，具有服
用、携带、保存方便，口感好等特点，
所以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的病
人。”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王洪展说。
虽然各年龄层都可服用膏方治病防病，
尤其是感到乏力、疲惫的亚健康、术后
病愈人群服用膏方疗效明显，但膏方是
中药饮片在中医辨证施治理论指导下，
特殊加工制成的膏状中药制剂，开膏方
仍需市民与门诊专家联系，望闻问切，
根据个人体质“一人一方”。

专家提醒市民，第一次吃膏方或者
脾胃虚弱、对药物敏感的市民，可在开
膏方前一周服用“开路方”调理身体，
以达到最好的进补状态。

另据了解，今年市中医院膏方节从
11月7日开始持续至明年2月4日，市民
可按需问诊。 （郑钘予刘斌辉林海雪）

立冬至 膏方俏
市民需问诊开方正确服用

本报讯 “双十一”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我市广大实体店家也摩
拳擦掌，筹划促销活动，主动出
击，“瓜分”今年购物狂欢节的“大
蛋糕”。

近日，记者在顺达家电广场看
到，“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红色海
报已经被粘贴在了广场的各个角
落，红蓝相间的海报上，“满减”

“优惠”等字样被加粗放大，显得格
外惹眼。几名前来挑选家电的顾客
也被这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海报所吸
引，正站在跟前细细阅读。

“电商对我们实体店的冲击还是
不小的，所以我们也在销售策略上

做了些调整。”顺达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蒋辉辉指着其中一张海报说
道，“除了海报上的满减活动，客户
还可以提前来商场预购商品，交付定
金或是认购一张优惠卡，就可以在

‘双十一’当天享受更多的优惠。”
又是满减又是折上折，但这仅

仅是顺达推出的“热身”优惠活
动，更大的“杀手锏”当属海报上
承诺的线上线下同价了。

“我们允许顾客去线上比价，如
果顾客发现网上的同款产品价格更
加便宜，那么我们承诺全额赔差
价，这一点请所有消费者放心。”提
到今年新推出的亮点活动，蒋辉辉

也是信心十足。
与此同时，家装行业也为这一

次的“双十一”费了不少心思。在
白岩建材市场2楼一家居门店内，负
责人陈肖邑一早就拟定了优惠方
案，并打印好了易拉宝和宣传单，
正给上门看家装的顾客逐一介绍优
惠套餐。

“我们推出了很多优惠活动。比
如一套房门，原价 5000多元，可能
1800元左右就到手，优惠力度还是
相当大的。”陈肖邑随手拿起一张优
惠活动宣传单，指着上面的一系列
实惠套餐笑着说道。

陈肖邑表示，根据往年的经

验，“双十一”优惠活动开始后，家
装行业线上线下的价格就不会相差
太多，这样一来实体店的优势就凸
显出来了。

“实体店是有门面的，顾客可以
实地来店里感受家装材料的颜色及
材质，而不是光靠一张图片来判
断”陈肖邑解释道，这样一来，顾
客不仅可以准确选材，还可以体会
到十分周到便捷的上门装修定制服
务，吸引了不少客流量。“去年我们
也做了‘双十一’活动，效益还是
比较好的，客户量比平时高出不
少。今年优惠力度这么大，相信客
流量也不会差。” （林怡 金烨鹏）

“双十一”将至

实体店优惠促销也疯狂

本报讯 随着“双十
一”的临近，电影市场也
纷纷应景地推出了新片，
赶一波消费热潮。

“往年的‘双十一’一
般以爱情文艺片为主，今
年考虑到观众审美疲劳，
另外，刚刚过去的 10 月，
我市电影市场相对低迷，
所以我们一改以往风格，

推出科幻类、悬疑类影片
提升人气。” 市东影时代业
务经理王健说。

同时，影院还将联合
手机购票软件，推出影城
卡半价活动，以及每天 11
时和 17时的线上红包雨活
动，消费者购票成功后，
也将随机赠送优惠券等。

（龚松苏一鸣 骆颖颖）

“双十一”电影市场

主打科幻片

□本报记者 郑丹宇 刘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