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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 2009年 9月 3日由

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0217210020309， 于
2019年9月11日声明作废。
玉环县永宏化工有限公司

遗失2015年12月8日由
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1021620163135， 于 2019
年9月11日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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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喝下浓浓家乡酒，
点点滴滴在心头。喝下第一杯壮行
酒，家乡父老永远在心头；喝下第
二杯壮行酒，祖国人民永远在心
头；喝下第三杯壮行酒，保家卫国
永远在心头！”9月9日下午3时，在
芦浦镇西塘村尖山文化礼堂，5名即
将参军入伍的新兵，将盛满酒的大
碗高高举起后一饮而尽，洪亮的誓
言响彻天际。

在这里，一场由市人武部领
导、芦浦镇领导、村干部、新兵家
属、村民代表共同参加的 2019年送
新兵“壮行礼”仪式正在举行，寄
托着浓浓的亲情与乡情。

“壮行礼”仪式中，5名身着迷
彩服的新兵依次排开，村书记为新
兵佩戴大红花、请新兵代表发言、
请家长代表发言、老兵建言等环
节，气氛温馨而感人。聆听着领导
的嘱托，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凝
望着亲人的脸庞，新兵们在“壮行
礼”上面对国旗庄严宣誓 （如图），
表决心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认
真学习、刻苦训练、安心军营、建
功立业。

陈伟鑫是入伍新兵之一，他从
小就有一个参军梦，“每当我看到电
视里英姿飒爽的军人，尤其是海军
那一袭白装，我都会热血沸腾。”陈
伟鑫告诉记者，从 18岁开始，他每
年都会参加征兵体检，但由于种种
原因，多次与军营失之交臂。于
是，他决定先读书、再参军。

虽然身处校园，但他的心始终
向往着绿色军营，时刻准备着参军
入伍。近几年，全国大学生参军报
名比例持续增长，在国家强军兴国
的号召下，经历了3年校园生活的沉
淀和积累之后，陈伟鑫在今年暑假
再次报名参军，终于被海军某部队
录取。

“对于一名年轻大学生而言，
能在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

实现青春理想，是一件无限光荣的
事情。”陈伟鑫说道。参军入伍是光
荣、神圣的，但离别家乡、离开父
母，他心中也有百般不舍，尤其是
看着家中整理好的行李和父亲悄悄
往行李里放的补品，“今天穿上军
装，我就是一名军人了。在部队我
一定会努力学习各种技能，好好报
效祖国，为国家贡献我的一份力
量。”

听到儿子这一番话，站在一旁
陪伴的新兵家长则默默红了眼眶，

“送子参军保家卫国是大家应尽的光
荣职责，希望他能在部队好好磨练
一番，以优异的成绩向家乡人民汇
报。”陈伟鑫的父亲陈纪头说道。仪
式中，新兵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与
孩子合影，记录这一光荣时刻，并
将照片与亲人朋友分享。

“文化礼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精神家园，通过这样的仪式，一方
面能够展现我们的国防文化，增强
新兵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就是
要营造爱国、责任、忠诚，在社会
上形成当兵光荣的浓厚氛围。希望
新兵到部队以后，不忘家乡父老的
重托，履行使命职责，刻苦训练、
建功立业，为家乡人民争光。”芦浦
镇武装部长林万明说道。

（王敬 林青青）
又讯 9月 9日上午，楚门镇六

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楚门镇 2019
年“迎老兵、送新兵”座谈会正在
这里召开，13名新兵、7名退伍老兵
及镇领导和新兵家长欢聚一堂，交
流互动，欢送 13名新兵踏上军旅征
程，履行保家卫国的光荣义务。

“我很自豪，参军不后悔。”
“只有经历过军营生活，才能获取人
生的真谛。”……在座谈会上，7名
退伍老兵共叙往事，分享2年来从军
的岁月历练。在老兵的鼓励下，新
兵们更坚定了奔赴军营的信心，并
纷纷表示到部队后一定会刻苦训

练，听从命令，决不辜负家乡人民
的希望和嘱托，成长为新时代优秀
军人。

楚门镇相关领导为新兵颁发了
入伍通知书和纪念品，并代表镇党
委、政府为向即将踏上光荣征程的
新兵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他们在
军营中去磨炼自己，不怕苦不怕
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担负起
保家卫国的重任，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为家乡增光添彩。

据悉，楚门镇今年报名应征入
伍的青年整体素质较高，共有700名
适龄青年踊跃报名，经过体检、政
审等程序严格筛选，最终 13名“双
合格”的优秀青年脱颖而出光荣入
伍，可谓百里挑一。从 9月 11日开
始，新兵们将带着家乡人民的祝福
和期盼，踏上人生新征程。

（应军）
又讯 “我会好好当兵，用心体

会军营的酸甜苦辣。” 新兵陈毓敏稚

气未脱的脸上，怀揣着理想和对军
营的憧憬。9月 9日上午，干江镇召
开“迎老兵送新兵”座谈会。 新兵
胸戴大红花，带着父母的殷切希望
和祝福，即将奔赴军营。

“作为老兵，我希望新兵能抓
住这个机会，刻苦训练，在军营火
热的大熔炉中磨炼意志，锻炼成
才。”退伍老兵与入伍新兵进行亲切
交谈，分享心得体会，教导新兵要
遵守部队纪律，提高军事素质，新
兵也个个表示要好好干，到部队建
功立业。

“家里都很支持他当兵，希望
孩子去部队能吃苦耐劳，快速成
长。”新兵家属虽有不舍，但更多的
是期待。

据悉，适龄青年踊跃参军报
国，是干江镇历年来的光荣传统，
今年干江镇共有 6名青年被批准入
伍，而且全部是大学生，其中大学
毕业生2人。 （王萍晓）

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
我市各地为新兵入伍壮行

王敬王敬摄摄

昨天上午，在龙溪中心小学运动场
上，学生们把一束束鲜花送给心目中最
敬爱的老师，通过向老师献一束花、说
一句心里话、唱一首颂歌、道一声“老
师，您辛苦了！”等活动，祝福辛勤园丁
节日快乐！

詹智钟心 摄

龙溪：

朵朵鲜花敬老师

本报讯 近日，在第 35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芦浦镇主要领导一行
先后来到芦浦镇中学、镇中心小
学、镇中心幼儿园，表彰慰问工作
在一线的优秀教师和先进优秀教育
者，以此向全镇广大教师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在芦浦镇中学，镇领导与教师
们进行谈话交流，了解学校发展情

况，要求学校班子在提升教学质量
上完善相应的考核方案，并激励优
秀教师们继续做好表率，形成合
力，擦亮芦浦教育这块牌子。

慰问中，慰问组表示，教师们
要继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争先
创优推动教育质量提升，努力培养
出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学生。

（余芸）

芦浦：向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
本报讯 日前，坎门街道主要领

导深入坎门一中、海都小学等辖区
学校开展教师节慰问，看望辛勤耕
耘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员工，向他们
送上暖心的节日祝福。

近年来，坎门街道始终把教育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专门
制定教育教学奖励办法、设立奖励
资金对取得优秀成绩的学校及教师

进行奖励。与此同时，坎门乡贤、
威望人士、企业等也通过捐赠、奖
励等形式助力坎门教育发展，营造
出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

座谈中，街道主要领导对教师
们辛勤的付出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并鼓励教师们再接再厉，为坎
门教育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潘瑶强）

坎门：教师节慰问暖人心

奋进新时代新时代
建设美丽玉环美丽玉环·大家谈

本报讯 以青年发展助推
城市发展，让青年与城市共成
长。为深入贯彻落实玉环市
委、市政府全会精神，引导全
市团员青年在“奋进新时代 建
设美丽玉环”的进程中贡献青
春力量，日前，团市委组织全
市相关部门、乡镇（街道）团
干以及青年代表举办“城市畅
想曲”座谈会。

座谈会上传达了市委书记
吴才平在玉环市委全体 （扩
大）会议暨市政府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精神，提出作为玉环青
年有义务也有责任参与到城市
有机更新这次大行动中，思考
如何将玉环建成美丽城市。

随后，市住建局园林工程
师蔡英英进行《海绵城市》主
题知识分享。她以我市遭受台
风“利奇马”重创后城区严重
内涝为切入点，从概念解读、
海绵城市实现 3种载体及“金
华燕尾洲公园”案例分析等详
细阐述了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
意义。

紧接着，在场全体人员围
绕建设美丽玉环开展“头脑风
暴”，各抒己见。有的围绕如
何做好玉环本土文化的保留展
开讨论，例如玉城西青街等老
街区怎样在“拆”与“留”中
找到平衡点；有的聚焦在城市
建设过程中青年群众的发动工
作，如何充分利用志愿服务

“益”条街实体阵地、现有志
愿服务项目及团队，举办既接
地气又聚士气志愿服务活动，
助力垃圾分类、“污水零直
排”等中心工作；还有的则关
注外来人口在玉环的生活质量
问题，如何让他们及其子女在
城市的建设中更好融入玉环，提升其幸福感。

“青年是玉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如何搭建好一个平
台，供青年发声、表达需求，并做好青年舆论引导工作，
值得我们深思。”沙门镇团委书记梅晟说道。

团市委书记龚觅表示：“我们举办这个活动是为了让青
年有更多发声渠道，让玉环青年身影活跃在城市有机更新
的进程中，为书写新时代美丽玉环的新篇章增砖添瓦。”

（吴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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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台州
市“三改一拆”办对玉环
道路两侧广告整治工作开
展督查。

督查组先后深入我市
大麦屿、干江、沙门、龙
溪等地，实地督查了 S226
省道、玉陈线、楚栈公路
等主干道两侧整治情况。

据悉，自今年 6 月份
台州市部署道路两侧乱设
广告、悬挂张贴物等情况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玉环
从速、从严、从紧抓好专
项整治行动，全市共排查
问题点位 1714处，目前已
完成整治 1503处，完成率
87.7%。在此基础上，我市
充分结合“四边三化”、两

路两侧等专项行动，同步
加快“四边区域”突出环
境问题整治，并统筹做好

“拆、建、管、绿”文章，
不断巩固整治成效。

督查组对我市前阶段
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
强调要继续紧盯目标任
务，确保剩余点位按时处
置到位。

下阶段，我市将紧盯9
月底完成整治的目标要
求，认真对照督查组反馈
的意见，综合施策、精准
发力，不折不扣地抓好整
改落实，持续推进专项整
治工作，全力以赴建设新
时代美丽玉环。

（金广蔡）

紧盯整治目标
抓好整改落实

奋进新时代新时代
建设美丽玉环美丽玉环·大家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