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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法》 及 《玉环市人大代表辞职
制度》，经玉环市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同意接受陈银
考辞去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其代表资格
终止。

现予公告。

玉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11月28日

玉环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3号

本报讯 仅用 6个小时！11
月29日凌晨3时，我市首座人行
天桥最关键节点——三潭路与双
港路（吾悦广场前路段）主桥吊
装顺利完成，比预期需施工 2夜
大大提前。

玉城街道三潭路与双港路
（吾悦广场前路段） 人行天桥工
程总投资 2985万元，该路段属
车流量较大的城区主干道，吊装
施工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时间
紧迫。

为此，市城建集团在方案
编制、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道路封闭等各环节都严格按照
设计规范和交管部门的要求把
控，并安排 80余名工作人员负
责安全、封闭路口及导行等职
责。当晚，城建集团共启用 6台
起重设备，其中 4 台起重为 80
吨、 2 台为 150 吨。吊装开始
后，起重设备协同作业，分吊

起、调整、落放等多个工序，
特别是在落梁中实时监测中心
位置，完成落梁后支座偏差均
控制在 5厘米以内，使所有监测
数据均符合设计要求，确保了
桥体与支座的精确定位。

三潭路与双港路人行天桥主
梁整体吊装完成，只是意味着该
天桥施工进入尾声，并不代表建
设完工。

“主梁整体吊装完成，类
似于一座大楼成功封顶。大楼
要投入使用，还要经过附属设
施的施工等工序。”施工负责人
说，接下来将进行天桥的护
栏、人行踏步、桥面铺装、支
座、桥面排水等附属工程施
工。预计 2020年春节前，所有
附属设施的施工将全部结束，
届时三潭路与双港路人行天桥
将正式投用。

（许皎雅 陈宇轩 林玉治）

仅用6个小时！

吾悦广场前人行天桥
主梁吊装提前完成

本报讯 11月28日上午，为期2天的全
市基层妇联系统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
委党校内正式开班。

上午9时许，在简短的开班仪式后，开
始了第一堂课“新时代基层妇联工作的创
新与发展”的学习。课堂上，老师们的授
课生动有趣、见解独到，不仅注重提升理
论高度还注重贴近妇联工作的实际需求。
学员们记下知识点，大家纷纷表示收获满
满。

来自玉城街道白岩村的妇联主席李
雯芳告诉记者，参加此次培训，不仅可
以让自己对新时期党对基层妇联工作的
要求有更深的了解，同时还能提高工作
能力，加强与其他基层妇联干部的沟通
交流，对自己今后做好妇联工作有很大
帮助。

据悉，此次培训是市妇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期间邀请了省妇干校长、副校长等多
位名师名家到场授课，课程包含基础妇联
组织建设、家庭工作、妇女权益维护实务
等内容，对提升基层妇联干部的素质，加
强基层妇联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妇女在社
会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意
义。

（林俐）

市妇联：

培训基层妇干
提升履职能力

本报讯 11月 29日，玉城街
道召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
进会。

会议对丧葬礼俗改革上阶段
工作作了总结，并对下阶段工作
进行部署。

据了解，自丧葬礼俗改革试
行以来，玉城街道通过宣传车、
发倡议书、微信推送等方式，并
结合“经典诵读”“送戏下乡”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丧
葬礼俗改革宣传。同时该街道与
相关部门联动，向鲜花店、丧葬
用品店宣传丧葬礼俗改革政策，
逐步建立合作管理机制。

（许珊珊 李洋 朱清）
又讯 11月 28日下午，坎门

街道举行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
推进会。

自我市集中办丧试行以来，
坎门街道绝大部分丧户对殡仪馆
设施和殡仪服务比较满意，对改
革政策十分支持，“厚养薄葬、
丧事简办”观念深入人心，同时
街道各科室、站所、社区（村）
大力宣传、相互配合，工作已基
本步入了正常化和规范化轨道。

12月 1日后，坎门街道将组
织专人对治丧活动进行跟踪，确
保治丧标准严格落实，一把尺子
量到底。 （潘瑶强）

又讯 11月 29日上午，大麦
屿街道召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
作推进会。

据了解，大麦屿街道上下通
过宣传栏、户外广告屏、横幅标

语、宣传车、发倡议书、微信推
送等形式宣传丧葬改革内容，并
依托村级文化礼堂，采用歌舞、
小品、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开展宣传。同时，大麦屿街
道党代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也
参与进来，设点宣传或进村入
户，把政策送到家，把改革利益
讲透，在街道形成了良好氛围。
今年街道有 9个新村（社区）修
订村规民约、社区公约时把文明
办丧规定纳入“两约”，丧葬礼
俗改革初见成效。 （茹冠钦）

又讯 11月 29日上午，楚门
镇召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
进会。会议对丧葬礼俗改革作了
详细解读。

会后，各村（社区）负责人
表示，将积极响应党委、政府号
召，第一时间召开党员村民代表
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将这项工
作开展好、落实好。

据了解，目前，楚门镇已悬
挂道旗 300 余根，横幅 100 余
条，电子显示屏累计播放标语千
余次，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
为丧葬礼俗改革正式实施奠定了
良好基础。 （王鹏杰）

又讯 11月 28日，清港镇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会。

“丧葬礼俗改革是好事，回
去之后要严格落实，通过村规民
约、签订承诺书、办丧补助等方
式引导好村民的丧事活动。 ”
与会的清港镇同善居党支部书记
王通兆说道。

据了解，清港镇在多层次、
全方位、广覆盖的宣传基础上，
还结合“四千工程”进文化礼堂
活动，组织机关干部、村居及站
所负责人成立应急小组，上门宣
传丧葬礼俗改革，使之深入人
心，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到移风
易俗中来。 （郑钦心）

又讯 11月 29日，芦浦镇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会。

会议通报了丧葬礼俗改革工
作试行阶段推进情况，并部署下
阶段正式实施后相关工作。

据悉，自丧葬礼俗改革试行
以来，芦浦镇通过 LED显示屏、
广播村村响、悬挂横幅、流动宣
传车、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向村
民宣讲殡改相关政策和要求，提
高群众知晓率。 （林青青）

又讯 11月 28日，干江镇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
会，再次吹响全方位整治丧葬陋
习、倡导移风易俗的号角。

会议传达了我市深化丧葬礼
俗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并对丧
事集中办理正式实施阶段的重点
工作作了部署，要求全体机关干
部要提高认识，把丧葬礼俗改革
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
要内容来抓。

据悉，自丧葬礼俗改革工作
试行以来，干江镇通过LED显示
屏、悬挂宣传道旗、流动宣传
车、发放倡议书等方式，全面提
升群众知晓率。 （王萍晓）

又讯 11月 29日，沙门镇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
会，吹响了沙门镇全方位整治丧
葬陋习、倡导移风易俗的号角。

会议强调，要总结试行期间
的经验成果，下定决心，全力打
赢这场持久战；要宣传开路，铺
天盖地形成宣传氛围，提升群众
知晓率；要齐抓共管、多方联
动、协同作战，营造文明健康的
社会环境。 （吴林倍）

又讯 11月 28日，鸡山乡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会。

会议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要
坚定信心，从根本上转变群众丧
葬观念，明确职责，全力以赴抓
好丧葬礼俗改革工作。

会后，各村立即行动，纷纷
召开动员会，全面部署落实相关
工作。 （章文璐）

又讯 11月 29日，海山乡召
开深化丧葬礼俗改革工作推进会。

会议强调，推进丧葬礼俗改
革是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的好
事，全乡上下要站在讲政治、讲
大局的高度，坚持为民宗旨，以
克难攻坚的勇气和动真碰硬的作
风推进改革工作，为建设新时代
美丽海山作出新的贡献。

会后，乡殡葬改革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乡村两级经办人员开
展操作流程、应急处置、全程服
务等相关业务培训。同时，海山
乡还联合相关部门精干力量，建
立工作专班，开展联合执法，确
保改革正式实施后各项工作落实
到位。 （本报通讯员）

各地迅速落实深化丧葬礼俗改革

本报讯 昨天是全市范围内
正式实施丧事集中办理的首日。
当天上午，市府办、市委宣传部
牵头相关部门组成市丧葬礼俗改
革督察组，兵分两路先后深入我
市各地走访督查。从当天检查结
果来看，我市无论是乡镇层面还
是治丧户均能严格按照新政策执
行，文明治丧之“风”渐起。

“你们来得好巧，我们刚准
备去殡仪馆为母亲守灵……”当
天上午 9时许，记者跟随市丧葬

礼俗改革督察组一组成员来到坎
门街道中市街，遇见了准备去殡
仪馆守灵的陈岩富。陈岩富的母
亲去世后，陈岩富和几个兄弟商
量决定在殡仪馆为母亲治丧，在
他们家没有私自搭棚、摆放花
圈，更没有人来人往的喧嚣。

“在殡仪馆为母亲治丧，主
要是为了响应丧葬礼俗改革，我
们全家都很支持。丧事集中办理
不仅能给我们治丧户节省开销、
简化流程，也不会因为我们大办
丧礼而影响到街坊邻居。”陈岩
富说，听说母亲去世，有很多亲
朋好友打电话来慰问，他都逐一
提醒大家不用送花圈，去殡仪馆
悼念一下老人便好。

在清港镇徐都村潘万青家，
督察组一行“扑了空”，潘家所
有的家属都去殡仪馆治丧，只剩

下几个亲戚帮忙打理家中事务。
潘万青的妻子在 11月 30日上午
去世了，当天一得知这个消息，
徐都村党总支书记潘金福便第一
时间上门，告知潘万青一家关于
我市实施丧事集中办理及文明治
丧等相关事宜，帮助他们办理好
相关手续并及时联系好殡仪馆预
定了守灵室。当天下午，潘万青
一家便在殡仪馆为过世老人处理

“身后事”。
“丧葬礼俗改革，难在开

头。移风易俗一开始大家肯定比
较排斥，经过前期宣传，我们有
些村民也开始能接受这样的改
变，大家看到丧事简办带来的方
便和好处，慢慢地也都开始自觉
起来。”潘金福说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丧葬
礼俗改革 9月 1日试运行以来，

我市上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舆
论氛围逐渐形成，殡葬服务保障
能力提升，管理执法队伍不断充
实，为丧事集中办理的正式实施
奠定了良好基础。

丧事集中办理首日，市殡仪
馆各项服务已全部准备就绪：办
理大厅一侧LED屏上滚动显示着
各类价目信息；三四户丧户满意
地进入守灵室为逝去的亲人守
灵；殡仪馆的餐厅也有部分丧户
正在用餐……

“从上午的督察来看，治丧
户的支持配合率较高。改革工作
不可能一蹴而就，接下来我们还
会继续开展常态化联动巡查，加
强综合管控，确保新的丧葬礼俗
改革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郑世友说。

（曹思思）

文明治丧“风”渐起
——丧事集中办理方案实施首日见闻

本报讯 11月 30日一早，初冬冷雨，冀
曹渔 04777船主徐崇豹出现在坎门中心渔港
码头，手握一枚锦旗，径直朝浙玉渔运
10636的船员们走去。“当时海上风大浪急，
如果没有你们及时帮忙灭火，我们的船就报
废了，太感谢你们了……”双手奉上锦旗，
徐崇豹连道感谢。

徐崇豹的“登门”道谢，牵出了一起海
上营救的暖心事。

11月 21日晚上 7时多，在浙东渔场 220
海区第1小区，徐崇豹的渔船冀曹渔04777因
船上电线短路驾驶台起火，一时间火光映红
了海天。这一幕，恰巧被不远处的浙玉渔运
10636船员看到。

“阿才，我们回港途中发现有渔船着火
了，我们马上去救火可以吗？”浙玉渔运
10636船老大陈伟华焦急地向未出海的船主
陈文才发去微信语音信息。“不要犹豫，赶紧
救人，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陈文才当
机立断作出决定。

随即，浙玉渔运 10636调转船头，全力
朝事故点驶去。当时，海面上风力 8-9级，
浙玉渔运 10636 行驶了近半小时才赶到现
场，只见大火正团团包围着驾驶台，黑夜中
连片的火光很扎眼，连水面都“烧”得通红。

风大浪急中，两艘渔船不停地上下颠
簸，陈伟华操控着浙玉渔运 10636 努力向

“火船”靠近；船机长郑念平站在船边，指挥
船员拉消防栓、准备绳子等，并找机会准备
跳船扑火。三次靠近失败后，一个浪打来将
两船推到一起，郑念平立即跃入 “火船”，
用绳索固定两船，随后船员们纷纷跳入“火
船”，大家抓起水枪向驾驶台喷去。“火势很
大，大家心里着急都忘了穿救生衣、戴面
具。浓烟滚滚，我们连自己人都看不清，就
想着赶紧把火灭掉。”郑念平说。

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郑念平和船员们
只能替换着扑火。“水枪的枪头被烧坏了，我
只能徒手抓着出水口，第一次感受到火烤着
肉的滋味。”回忆起当时的施救情景，有 20
多年出海经验的郑念平仍心有余悸，“近距离
灭火，热浪直扑而来，后来才知道头发被烤
焦了，胸口也不知道被什么烙出了水泡，但
当时根本不知道疼痛。”

“火船”上，郑念平和船员们齐心协力
战大火；“火船”边，陈伟华谨慎地操控着浙
玉渔运 10636，不断加大渔船主机转速，为
灭火提供充足水源……持续施援近 2 个小
时，火终于被扑灭。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的郑念平，在跳回浙玉渔运 10636时差点因
腿软落海。

据悉，冀曹渔04777 是艘双拖船，火情发生时9名船员由于无法
自救撤离到了另一艘船上。所幸，浙玉渔运 10636及时营救。目前，
该失火渔船经修理后已重新出海作业。

“一艘船的造价在300万元左右，这次如果没有他们及时出手相
救，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船被大火吞没，他们真的是好人！”徐崇

豹激动地说道。
面对徐崇豹的感谢，浙玉渔

运10636船员们异口同声地说“这
是应该做的”。“海上出事是最无
助的，大家能帮就一定要帮，个
人得失真的没法去计较。”郑念平
说道。 （曹思思 邱兵 潘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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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12月3日是
第28个国际残疾人日。11月
29日上午，我市首届残疾人

“环海岛迷你马拉松”公益跑
比赛在大麦屿鲜叠湾畔火热
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地
36名视力残疾人选手参赛，
40多位志愿者以爱心助跑形
式为视力残疾人引跑打气。

上午 9时 40分，在观众
的加油助威声中，参赛选手
们和志愿者拉着引导绳，一
起飞快向前奔跑，一路共同
挥洒汗水，享受着奔跑的快
乐。虽然参赛选手们的脸上
淌着汗水，但笑容依旧灿

烂，充分展现了身残志坚、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乐观
豁达、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
风貌。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大
麦屿街道的李忠育和干江镇
的林鸿燕分别夺得了此次比
赛的男、女冠军。

“我觉得举办这个活动很
有意义，因为平时我们残疾
人活动范围比较小，现在大
家出来一起跑步让大家增强
锻炼的意识，这对我们的身
心健康都很有帮助。”李忠育
说。

“重在参与，我希望市

里以后能多组织这些活动，
让残疾人走出家庭，融入社
会。”手捧荣誉证书和鲜花的
林鸿燕开心地说。

此次比赛全程 4 公里，
主办方在赛道沿途设置了补
给点和医疗点，为他们提供
贴心的赛事服务和全方位保
障；来自市跑步健身协会、
市海韵救援队、市阳光救援
队等团体的 70多名志愿者作
为陪跑人员或志愿者，全程
陪同参赛选手们，一路为他
们加油鼓劲，残健互助的情
景随处可见。

（倪孔法 茹冠钦）

残健互助共享健身乐趣
我市举行首届残疾人“环海岛迷你马拉松”公益跑

本报讯 以地为棋盘，
文旦当棋子。11 月 29 日上
午，清港镇与市象棋协会在

“文旦花开”创意产业园举
办了一场趣味象棋赛，吸引
了全市 20 多名象棋爱好者
参赛。

比赛现场，印有文旦 lo⁃
go的棋盘铺在地上，上面摆
放着贴有“兵”“将”“相”

“車”等文字的文旦棋子，看
起来创意十足。无论是初出
茅庐的新生代、还是久经沙
场的老将，他们时而双眉紧
锁、静思默想，时而眼疾手
快、招招紧逼，各种招式频
出。

“我很喜欢下象棋，参加
比赛不仅能锻炼脑力，还能
结交志同道合的棋友，一举

两得。”棋手陈保戈说，用文
旦当棋子下，感觉很新鲜，
也很有意思。

据悉，举办此次象棋赛
不仅是给广大象棋爱好者搭
建以棋会友、切磋技艺的平
台，同时也是为了打响清港
垟根文旦品牌，让大家知道
文旦既好吃又好玩。

（张莺莺 金丽烽 郑钦心）

“文旦花开”里下“文旦象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