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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

收 费 票 据 一 张 ， 票 据 代
码 ： 30301， 号 码 ：
1751164868，于 2019年 1月
11日声明作废。

朱夏姐

遗失合作银行商业银
行现金支票一张，号码：
40203310336696813， 于
2019年1月11日声明作废。
玉环市沙门镇小闾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

本报讯 昨天上午，室外飘着
小雨，而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三楼会议室内洋溢着暖意。7名外来
务工人员在此收到了追讨近半年、
共计37900元的工资款。

据了解，7名外来务工人员原先
工作于我市一机械制造厂，工厂因
经营不善倒闭，无法支付他们的工
资。2018年 7月，在劳动部门组织
下，工厂与工人们进行了工资结
算，并出具了欠款工资表。经法院
调解，工厂答应在8月底前将工资款
全额偿还，而时间已过，工厂久久

没有履约。工人们只能向市人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追讨被拖欠工资。

“一方面考虑到工人们的血汗
钱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工人们也再
三向法院申请想在年前拿到这笔
钱，我们就加紧加快处理。”该案件
当即引起了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
员叶礼华的注意。

经过查找，叶礼华和法院工作
人员发现该机械制造厂法定代表人
朱某名下有闲置机械设备，他们便
第一时间到厂里查封了机械设备，
并优先进行了评估拍卖。几天前，

款项到达法院，叶礼华立刻联系了
几名外来务工人员前来领款。

“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我们能开心地回家过年了！谢谢法
院！”接过工资款，外来务工人员小
赵脸上乐开了花，把钱整整齐齐地
收进包里放好。

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科副科
长俞忠表示，追索劳动报酬、抚养
费、赡养费、扶养费纠纷、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都属于涉民
生案件，这类案件的执行与人民群
众的生计休戚相关。市人民法院为

这类案件开辟了绿色通道，从前期
立案、财产查控、财产处置到执行
款发放都由专人负责，提高效率，
缩短执行天数，为群众提供便利。

下阶段，市人民法院将同市劳
动局、市公安局合作，对于涉及刑
事犯罪的涉民生案件被执行人，市
人民法院会将案件移送公安部门，
进行刑事打击；对于执行不能的案
件，将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向政
府相关部门申请司法救助，解决申
请人短期的生活困难问题。

（胡琼晓 金榆也刘竹柯君）

携爱回家温暖同行
市人民法院为外来务工人员追讨回被拖欠工资款

本报讯 昨天上午，正值寒冬腊
月天，阴雨绵绵，寒风瑟瑟，但坎门
朝阳民工子弟小学内却流动着丝丝暖
意。来自台州易宏实业有限公司的数
名工作人员，为该校每位学生都送上
了“爱心大礼包”。

上午 9时许，当满载着爱心物资
的车辆驶进校园时，学校的老师和孩
子一下子围了上去，大家用热烈的掌
声欢迎“易宏”工作人员的到来。随
后，工作人员将“爱心大礼包”亲手
递到孩子们手中，并送上诚挚的祝
福。

“谢谢叔叔阿姨的关心。”接到
礼物的孩子们连声道谢，他们都开心
不已，迫不及待地打开礼包，和身边
的同学一起分享。

“我拿到了笔、本子、尺子，都
是学习用品，觉得非常开心。”四年
级学生陈思勤说，她以后会努力学
习，提高成绩，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

另一名学生符恩员攥着自己的礼
包笑得合不拢嘴，他说，这是他第二
次收到“易宏”的礼物，里面每样东
西都很喜欢，长大也要尽自己所能，
为更多的小朋友捐献东西。

据悉，坎门朝阳民工子弟小学共
有学生 400 多名，他们来自五湖四
海，家庭收入普遍较低。该校校长陈
祥迪对“易宏”送来的温暖表示感
谢，他说：“礼轻情意重，这对孩子
来说不仅是物质上的收获，更是心灵
深处的关怀。”

采访中，记者获悉，“易宏”参
与公益活动已有 10余年，“送温暖到
学校”是该公司的公益项目之一。

“作为一家本土企业，我们多年来坚
持关爱民工子弟，开展‘小候鸟’夏
令营等活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易宏”工会主席梁小波表示，希望
此举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事
业中来，让玉环这片热土变得更具温
度。 （张莺莺 刘斌辉文/摄）

爱心企业送温暖到学校

近日，在经济开发区银湖大道，
施工人员正抓紧对该路段破损路面进
行修补。

据了解，银湖大道属于开发区的
交通主干道，过往的车流量大造成路
面破损。此次集中维修之后将大大提
升行车舒适度，保证市民出行安全。

吴晓红 摄

本报讯 “没想到只
要简单的提交要求资料，
不用跑行政服务中心，烟
花爆竹零售许可证就可以
办下来了。”烟花爆竹零售
商陈青松不禁感叹道，这
几年他一直在玉城街道进
行烟花爆竹零售，看着许
可证的批准一步步从跑多
次到跑一次，最后到今年
的“零次跑”。

今年一共有 62家零售
户申请了烟花爆竹零售许
可，通过各乡镇 （街道）
安监所的配合收集整理完
成全部的申请资料，提交
给了市行政服务中心安监
窗口，进行统一的审批受
理，大大提高了办事效
率，方便了办事群众，让
他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办
理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

按照群众和企业到政
府办事“零上门”和“最
多跑一次”的理念和目
标，以“政府提效、服务
提质”为要求，市行政服
务中心安监窗口进一步针
对 13个事项进行梳理并都
实现了“最多跑一次”。其
中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目
前是实现“零次跑”（安监
所收取资料、送证上门的
方式实现）。简政放权、放
管结合、优化服务，努力
使自身办事效能明显提
高，群众和企业对改革的
获得感明显增强。优化流
程，提升服务，坚持网上
网下结合，不断优化办事
流程，通过让数据“多跑
路”，换取群众和企业少跑
腿甚至“零次跑”。

（华镰钧）

市行政服务中心安监窗口：

烟花爆竹审批再提速

本报讯 近 日 ， 2019
年度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
点领域首台 （套） 产品名
单公布，我市浙江中捷缝
纫科技有限公司的ZJ-AM-
5775BH动运模机、浙江双
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的机器人高精密减速器
SHPR-20E、浙江海德曼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T65
数控车床榜上有名。

2019年度浙江省装备
制 造 业 重 点 领 域 首 台
（套）产品根据《浙江省装
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
（套） 产品认定办法》（浙
经信技术 〔2010〕 520号）
和《关于组织申报 2019年

度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
领域首台 （套） 产品的通
知》（浙经信技术 〔2018〕
188 号） 要求，经企业申
报、各县市区经信、财政
部门初审推荐后，省经信
委会同省财政厅组织专家
对各地上报项目进行了评
审，而认定的。旨在鼓励
我省企业积极开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
高、经济效益好的装备工
业产品，提升我省装备制
造业的整体水平。获得装
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
（套）产品认定的产品，将
获得财政专项资金的扶
持。 （孙招勇）

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名单公布

我市3个产品榜上有名

本报讯 近日，干江
镇召开 2018年度落实从严
治党和基层党建主题责任
述职述责评议会，5位部门
派驻站所负责人和 15位村
党支部书记上台述职，汇
报 2018 年的工作，阐述
2019年的工作思路。

“2018 年的工作虽然
取得了一点成绩，得到村
民的肯定，但是我们也查
找出许多的不足，2019年
希望在镇党委、政府的支
持下继续壮大村集体经
济，推进项目落实。”上台
的人员不单讲成绩，重点
说不足和 2019年的工作思
路。干江镇领导班子和中

层干部们认真听取，不时
记录。

“ 这 样 的 述 职 会 很
好，我们既能让大家看到
我们做的事，同时也能吸
取兄弟村的好做法、好思
路，对我们明年的工作开
展很有帮助。”村书记们表
示，通过这样的述职可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更好
地推动 2019 年的工作落
实。

与会人员还对部门派
驻站所和各村班子、村主
职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随后，各相关领导就
近期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落实。 （陈嗣国）

干江：

晒成绩谈思路

本报讯 1月 9日，在全国第 33
个“110宣传日”到来之际，大麦屿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结合边检工
作实际，在口岸开展“浙江边检扬

帆起航·警民携手喜迎大庆”主题
宣传活动，这是该站在体制改革
后，第一次以新身份与公众见面。

活动中，民警走近广大旅客，

通过发放宣传册、提供现场咨询等
方式，对出入境手续办理、便民利
民举措内容进行宣传，并听取反馈
意见建议。此外，该站还邀请了我

市十余家涉外企业参加“警营开放
日”活动，近距离、全方位的体验
警营生活。

（徐洪）

大麦屿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开展“110宣传日”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