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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2月6日（星期四）

遗失声明
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 （自开） 一张，发票
代 码 ： 233001590145， 发
票号码：00447969，于 2018
年12月6日声明作废。

玉环新华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昨天上午，市志愿服务“益”
条街正式开街的同时，“益”市集也
在玉环公园开市，来自我市的 31个
公益团队纷纷在“益”市集入驻摆
摊，为广大市民带来急救知识培
训、法律咨询等数十项公益服务，
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感受了一把志
愿公益服务的魅力。

上午8时多，31个摊位已被闻讯
赶来的市民团团围住。

在市救助救灾协会的摊位前，
老人排队等待志愿者现场为他们理
发；在市司法局的摊位前，市民也
排起长队，等待领取法律知识宣传
材料……

最火爆的要数市卫计局的摊位
了。当天，市卫计局联合市人民医
院、市中医院、市妇保院、玉城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120急救指
挥中心等单位，为市民带来了心肺
复苏操作、体外除颤仪AED使用的
现场公益培训，以及拔罐、刮痧等
公益服务项目。

“双臂伸直，双肩正对病人胸骨
上方，以手掌根部用力向下垂直下
压……”在医生讲解并演示了心肺
复苏的操作技巧后，围观的市民也
踊跃参与，亲身体验。“我们之前一
直在常态化开展义诊进学校等志愿
服务，接下来我们还将开展一系列
的主题医疗公益服务活动，服务更
多的玉环百姓。”市卫计局志愿者江
贻戌说。

在市集转了一圈，不少市民都
表示“收获”颇丰，市民陈薪鸿就
是其中之一，“今天真的学到了不少
东西，也感受了公益志愿活动的暖
心，今后我也会积极参加这样的公

益活动。”
在“益”集市现场还活跃着一

群特殊的志愿者，他们就是我市首
批“玉小益”。这是一支由市机关事
业单位青年干部和中小学生共同组
成的 60人专业志愿服务队伍，将为
我市大型活动、赛事等提供专业的
志愿讲解等服务。

周诚笑就是“玉小益”的一
员：“我相信经过一系列专业培训
后，我能为市民提供更好、更专业
的志愿服务，同时我也将发动身边
的同事朋友，为玉环的公益事业添
砖加瓦。”

采访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罗利君告诉记者，当

天的活动旨在全社会弘扬志愿精
神，动员更多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
来，“下阶段我们将为全市的志愿者
统一购买保险，陆续出台志愿者礼
遇办法等，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
力，‘益’条街将越来越‘繁华’，
我市的志愿服务活动也会做得更
好。” 路伟凤张泽鹏

志愿服务“益”市集开市
31个公益团队参加 现场提供数十项服务

吴晓红吴晓红//摄摄

本报讯 “早上一个小时内只
查获一起超速违法，与以往的5至10
起相比，数量明显下降，主要是因
为路面风力大，驾驶员普遍会放慢

车速。”12月5日上午10时许，在芦
浦互通口设卡进行超速检查的台州
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徐吉说。

受冷空气影响，12月 4日下午
我市沿海出现 7级偏北大风，乐清
湾大桥桥面风力达到 7—9级，80码
左右的车速就能明显感觉到车身在
晃动。

市气象台于 12月 4日 17时 45分
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对此，乐清
湾高速交警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7
座以上大中客车、危险品运输车实

施限行，并将路面行驶速度调整为
限速80码。

当天上午记者去采访时，乐清
湾大桥已恢复正常通行，但交警部
门仍未放松警惕。据徐吉介绍，大
风天气对行驶中的车辆来说，最大
的威胁是从侧面吹来的强烈阵风。
强烈阵风足以使小型车辆偏离原来
的行驶方向，甚至在高速行驶状态
下发生侧翻。

为及时应对多变的天气情况，
高速交警部门与市气象局形成了密

切的联动机制，台州高速交警支队
三大队副大队长赵雨志说：“接到预
警后，我们立即实施了交通管制，
同时加强主线巡逻，并在乐清湾大
桥两侧及道路上方的电子情报板发
布了大风预警信息。”

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要
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注意道路沿线
电子情报板，务必按规定控制车
速，遵守交通规则，最大程度保证
行车安全。

（苏一鸣龚松 张威）

大雾刚过大风又来
交警提醒谨慎驾驶

本报讯 文旦旺销季
已经到来，日前记者走访
我市几家文旦种植户后了
解到，部分种植户已卖出
80%以上的收成。

12月 3日下午 3时许，
在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的
文旦种植园内，水果销售
商徐先生的五菱货车被一
只只扁圆、澄黄的文旦塞
得满满当当。

当天，徐先生从黄岩
驱车 2 小时，专程来玉环
采购文旦：“文旦季开始
后，我隔几天就要来一
趟，每次都带 500 到 1000
公斤回去，今年已经在老
王这买了4500多公斤了。”

徐 先 生 口 中 的 “ 老
王”就是拥有 100 亩文旦
的果农王礼芳，此时，他
正挑着两大筐文旦从文旦
树丛中钻出来。徐先生是
他当天接待的第3位客户。

“我早上 6 时 30 分起
来，跟老婆两个人一直忙
到现在，等一下还有 2 个

客户要来。”王礼芳告诉记
者，今年文旦生意不错，
已卖了80%以上。

在 76省道泽坎线胡新
村地段的文旦临时售卖
点，批发商陈丹锋夫妇正
忙着为一位前来收购文旦
的客商打包装箱。

“我在老家樟岙种了
600多棵文旦树，今年产量
近 5 万 公 斤 ， 现 在 只 剩
5000多公斤了。”有 10年
文旦销售经验的陈丹锋有
许多固定客源，今年除了
老顾客，又新增了一批温
州客户。“今年多了很多温
州人开车过来买文旦，我
的微信好友都加了一大堆
了。” 陈丹锋笑着说。

据悉，今年我市文旦
总产量达到 2.76万吨，较
去年增产9%。

随着线上线下等多种
销售渠道的拓展，以及高
速通车后大量外地客商涌
入，都有力推动了文旦热
销。 （苏一鸣龚松 张威）

文旦热销

部分农户已售出80%以上

本报讯 近年来，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大力推进商标品牌战略，扎
实推进强企富农三年计划，不断激
发本地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活力。
截至目前，“玉环文旦”已成功申报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预计 12月底能
拿到商标注册证，市渔业协会成功
注册“东海渔仓”为普通商标，下
一步将进一步申请地理标志商标。

在地理标志商标培育中，市市
场监管局以“挖掘潜力、精准培

育”为原则，筛选出一批具有玉环
特色和本地优势的农副产品，并向
粮油、食品、手工业品、工业品延
伸。按照“发现一个培育一个，成
熟一个申报一个”的工作方针，制
定培育规划。

为不断激发市场主体、行业协
会、农业合作社等主体品牌意识和
工作积极性，市市场监管局进一步
完善全系统地理标志商标扶持培育
工作机制，主动与市农林局、渔业

局等单位对接，为申请人提供商标
注册咨询服务。对条件成熟的，指
定专人跟踪服务协调；对尚未达到
申报条件的，针对现存问题及时梳
理解决。

对已持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
单位，加强授权许可单位的规范和
管理，制定准入条件，确保依法依
规合理使用，实行动态管理；强化
质量意识，严格产品质量标准体
系，加强对使用人的指导、服务和

规范，坚持以制度为保障，按照统
一品牌宣传、统一生产标准、统一
包装标示、统一基地认证、统一许
可使用、统一行业监管等内容开展
地理标志商标的规范化管理，指导
建立完善规章制度。统筹规划，打
造“1+1＞2”的品牌效应，力促地
理标志商标带动产业发展效果更加
突出，产品溢价效果更加显著，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更加有效。 （蒋依梦）

打造玉环专属区域“味道”
市市场监管局加快地理标志商标培育

12月 3日，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响起，一幢阻隔在龙
溪镇浦盛路的民房逐渐化作尘砾，扫清了连接龙溪镇区

“三纵五横”循环路网中一处“卡点”。
正在拆除的民房位于浦盛路中间，是前往新规划的龙

溪中心菜场、龙溪卫生院的必经之路。
据了解，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龙溪镇重拳

治理城镇秩序，通过“三改一拆”打通了龙岩路、浦清
路、浦盛路、群英路等节点，基本上形成了龙溪镇区“三
纵五横”的循环路网格局。

詹智/摄

龙溪

打通卡点让交通更顺畅

本报讯 12 月 4 日上
午，市消防大队宣传人员
走进市行政服务中心，为
中心工作人员送来一场消
防安全培训讲座。

“火场逃生时，要用湿
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弯
腰低姿前行……”培训会
上，宣传人员针对冬季火
灾特点，通过近期的真实
火灾案例，层层剖析了火
灾事故的危害和严重性。
从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入手，向参训人员详细讲
解了日常防火、单位消防
安全管理、遇到火灾的应
急处置措施及疏散逃生要

点等知识。
理论培训结束后，参

训人员在中心楼顶进一步
学习掌握干粉灭火器的操
作方法和作用。当油盆被
点燃，火焰不断从盆里窜
出，参训人员五人一组，
进行了灭火实操演练。

据悉，此次消防安全
集中讲座分两期进行，确
保全员培训到位。

（陈星星）

市行政服务中心

集中“充电”学防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