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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 2018年 7月 5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1021MA2G23Y190， 于
2019年8月14日声明作废。
玉环县可诺丹婷美容美体

生活馆

遗失2016年8月18日由
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 JY13310210124667，
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声明作
废。
玉环县可诺丹婷美容美体

生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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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往 左 边 拉 一 点
……”“这边可以浇水了……” 8月
12日晚7时许，在玉城街道双港社区
欧洲花园小区，40多名住户积极响
应“我爱我家”灾后自救行动号
召，自发组织了一支“救援队”，对
小区内被台风“利奇马”吹倒的树
木进行救援。

之所以出现这一幕，还要从当
天中午1时多说起。当时，欧洲花园
小区业主微信群里出现了一条署名
为欧洲花园业委会的公告，公告内
容是“为了灾后重建，自发自愿，
恢复小区秩序，将刮倒树木扶正、
浇水等，如有自愿者请于下午5点在
大门口大水池旁集合”，公告发出
后，短短数分钟就得到了200多名业
主的积极回应，大家纷纷表示，扶
正小区树木是业主自己的事情，当
然义不容辞。

“小区里的树被台风刮倒了好
多，得赶紧抢救，否则很快会枯
死。”林晓慧就是积极响应的业主之
一，她告诉记者，自己和老公前两
天一直忙着在单位抗台，看到业主
群里发出的通告后，当天晚饭后，
她们两口子就下楼加入了“救援
队”。

19时 30分，记者来到欧洲花园
小区时，“救援队”已经热火朝天地
开工了。大家全力以赴，拉动大树
的场面甚是壮观，呐喊鼓劲声响彻
小区。在一颗半倒的大树前，几名
男子用麻绳将倒伏大树的树干捆
住，2人使劲拉住麻绳，另外 4人则
猫腰推着倒伏的树干，合力将大树
拉起。每拉起一些高度，就用竹竿
将大树撑住，经过大家 10多分钟的
努力，这棵大树终于被扶正。

看到大树被扶起，提着水桶等
候在一旁的几名女业主立即上前浇
水……“这些树倒了我们又心疼又
着急，看到业委会发了通告，我们
就过来搭把手，他们男同志在前面
扶，我们力气小就跟在后面浇水。”
林晓慧一边浇水一边说道。

兴许是被这里活跃的气氛感染
了，这支队伍愈发壮大，很快就有
更多的人参与了进来。“一二三……
一二三……”小区内回荡着此起彼
伏的号子声。

业主董建良也带着儿子加入了
“救援队”，他在前面扶树，儿子在
后面浇水，虽然汗流浃背，但父子
俩依然充满干劲。“前面几天都在单
位抗台，回到家才知道小区是这个

情况，就主动和大家一起重建家
园，如果明天有需要我还是会参加
的。”董建良抹了一把汗，笑着说
道。

当晚的“救树”行动一直持续
到 21时，共扶起了 30余棵大树。小
区业委会主任许昌顺说：“没想到业
主们这么团结，这么有凝聚力，令

人感动。他们平时彼此间也不熟
悉，但在协力‘救树’的那一刻，
成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告诉记
者，接下来，他们还将趁着灾后自
救的黄金时期，继续对倒伏的树木
进行救援，同时邀请专业人员进行
指导，提高被救树木的成活率。

（路伟凤 张泽鹏 许姗姗 文/摄）

市民自发组织开展“我爱我家”灾后自救行动2小时扶起30多棵树木

本报讯 “还有一个蔬菜，速
度快一点！”昨天中午，在玉城街道
东沙渔港海鲜排档内，老板叶忠林
不断催促着后厨，几名伙计则麻利
地打包着一盒盒便当。他们要为正
在玉城和坎门维修电路的工人们派
送免费的爱心午餐。

说起派送“爱心便当”的初
衷，叶忠林告诉记者，一是为了感
谢，二是为了助力。

“这几天，我从各大媒体平台看
到，电力工人们一直奋战在救灾一
线，不分昼夜地为我们抢修电路，
真的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刚好从事
餐饮业，所以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情，为他们准备便当，也算是尽
一份绵薄之力，感谢他们为玉环恢
复供电所做的努力。”叶忠林说道。

8月 12日，叶忠林便通过微信
朋友圈发布消息，为有需要的各施
工抢修人员提供免费的中餐、晚餐
等服务。之后，叶忠林一天之内就
派送了200多份爱心便当。

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三菜一汤，
但排档里的伙计们也格外用心，每
顿都搭配了不同的菜色。

在当天的午餐便当里，就有番

茄炒鸡蛋、红烧肉、炒笋干等，荤
素搭配、健康可口。考虑到工人们
长时间在炎热的户外作业，他们还
特地准备了绿豆汤等消暑饮品。

11时 30分，将便当装箱后，叶
忠林和伙计们便立即出发，前往约
定的第一站——玉城供电所。当他
到达供电所食堂时，屋子里还没有
几个人来吃饭，食堂负责人表示，
工人们还在回来的路上。于是，叶
忠林赶紧将 10余份便当从箱子里搬
出来，摆放在桌子上，方便工人们
自取，确保他们回来后第一时间就
能吃上可口的饭菜。

在坎门供电所，当得知几名工
人因在一线抢修无法回来吃饭，叶
忠林主动要求将午饭送去现场。

于是，由电力公司工作人员带
路，叶忠林沿着蜿蜒的山路抵达了
现场。午饭时间，这里的五六名电
力抢修工人却还在顶着烈日，合力
向山上搬运电线杆。看着忙于工作
的电力抢修工人，叶忠林不忍心打
扰，默默地将便当摆放到阴凉处，
耐心等待工人抽空过来吃饭。

等工人们搬运完电线杆，已是
下午1时，大家这才看到已在一旁等

候多时的叶忠林。“快来吃饭吧！”
叶忠林招呼工人们赶紧过来拿便当。

电力维修人员黄世金告诉记
者，他们一大早吃过早饭就出来工
作了，任务重的时候经常会忘了饭
点。“今天抢修任务重，原来都打算
不回去吃饭了，没想到你们还给我
们送来了，真是太感谢了。”黄世金
说，“我们会继续努力，争取早一些
让供电恢复正常。”

看着大伙儿吃上了饭，叶忠林
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不停叮嘱
大家，多喝点绿豆汤，消消暑。此
时，记者注意到他的衣服也已被汗
水浸湿。

送餐回来的路上，叶忠林又开
始和同伴商量起晚餐的菜单。叶忠
林表示，这几天，他将一直为工人
们配送免费的午餐、晚餐和夜宵。

（王敬 沈思维 蒋巧心）

热心市民给电力抢修人员送“爱心便当”

本报讯 8 月 12 日下午，清港
商会和村居代表一行到清港供电
所，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供电抢
修工人，为他们送上锦旗及价值
1万多元的清凉饮品。

据悉，台风给清港镇供电设施
造成毁灭性破坏。为了及时恢复供
电，清港供电所汇同各方支援力
量，正没日没夜地展开抢修。

苏深君是一名施工负责人，这

几天，他一直在芳斗村一带抢修，
一天没睡几个小时，由于熬夜过
度，他的双眼都布满了血丝。

像苏深君一样的供电人还有很
多，正是他们的辛勤付出，目前，
清港镇城区和工业园的供电已逐渐
恢复正常。清港群众为了感谢他
们，自发组织了此次慰问活动。

（龚松 董伯志 余衍超 金丽烽）

清港群众自发慰问供电抢修工人

昨天凌晨，玉环市城建集团接到台州
市紧急调令，赶赴临海市进行灾后紧急救
援行动。集团马上组织玉环排水公司人员
携抗洪防汛排涝车 1辆、工程抢险车 2辆、
车载式发电机车 1辆、车载式排涝泵 2台、
小型潜污泵多台，一线救灾工作人员 15
人，于凌晨5时从玉环出发，7时30分到达
临海救灾现场。

图为救灾队员率先赶赴受灾严重的临
海云棠阁小区，迅速组装设备为该小区地
下车库进行应急排涝。 骆宫 摄

玉环排水人驰援临海

本报讯 台 风 过 后 ，
芦浦镇迅速组织人员全力
清理路面杂物和垃圾，确
保城镇卫生环境整洁，方
便居民出行。

昨天上午，在芦浦镇
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正
在清理垃圾的环卫工人。
他们有的拿着扫帚清扫路
面，有的合力搬运折断的
树枝，一旁停放着的环卫
车上已经载满垃圾杂物。

在 芦 浦 医 药 包 装 园
区，部分围墙因承受不住

台风袭击发生倒塌,砖块散
落一地。环卫工人将砖块
铲至环卫车上运离，并对
路面进行清理。

同时，芦浦镇加派人
手，对辖区内的卫生重点
整治区域进行喷药消杀，
防止各类蚊蝇滋生。

截至当天上午，芦浦
镇共出动环卫工作人员
6000 余人次，清理垃圾
1300多吨，发放消毒药品
700多公斤。

（林青青）

芦浦：

全力做好灾后环境整治

本报讯 昨 天 上 午 ，
市公路局组织人员奔赴县
道新漩线，对灾后公路进
行彻底清理。

新漩线是我市对外交
通的一条重要通道，8 月
10 日早上，台风“利奇
马”造成的泥石流将 1 公
里多的路面覆盖得严严实
实，公路抢险人员经过一
个上午的奋战才勉强让主
通道恢复通畅。“我们运走
了好几十车泥沙，剩余的
只能暂时清到公路两侧，
今天就是把这些堆积物全
部清理完毕。”市公路局副
局长季一云说。

与此同时，市路政大
队出动登高车顺着 S226泽
坎线、新漩线、楚大线等
路段，逐一对公路标志牌

进行加固，部分标志牌因
缺失、刮落等原因，在统
计完成后将进行更换。

此外，农村公路清障
工作也陆续开展。8 月 11
日，环岛南路4处约500立
方米公路塌方全面清理；8
月 12 日，龙盐线、西双
线、坎鲜线在清理之后恢
复双车道通行。

截至目前，市公路局
累计出动巡查人员 350 余
人次，出动车辆 160 余辆
次，巡查公路 1500 余公
里，排查安全隐患 87 处，
清理积水路段 56处，清理
塌方 20处 2800多立方米。
全市公路共有行道树倒伏
约 5000株，公路受阻 53处
140多公里，目前已经全部
抢通。 （郑焙升）

市公路局：

恢复公路正常秩序

台风过后，玉环永兴村镇银行及时启动客户走访调查
工作，重点了解葡萄、文旦种植户和海产养殖户损失情
况。该行拟安排1.5亿元资金用于农户救灾。图为该行在调
查葡萄受灾情况。 徐君摄

昨天清晨，绍兴银行玉环支行的员工伴着第一缕阳
光，参与到市政府组织的灾后清扫活动中。

绍兴银行玉环支行的全体员工将会以更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投身于社会事务中，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周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