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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查看水生植物、排查
补水口、投放鱼苗……11月 28日下
午2时，记者见到玉城街道泰安河河
长王孝聪时，他正在进行每周1次的
日常巡河，他笑着说：“最近有点
忙”。

冬季，水体生态系统比较稳定，
是查找问题、加快推进河道综合整治
的有利时机。为此，玉城街道上下紧
紧抓住河道养护的“窗口期”，打响
了冬季河道养护“第一枪”。

“我们抓住冬季这个时节，开展
河道养护行动，既可以对今年以来
河道综合整治各项工程进行一次总
结，更可以查漏补缺、补齐短板，
不断深化巩固治水成效，进一步美
化辖区水环境。”王孝聪说道。

在泰安河河畔，记者看到碧波
荡漾的水面上，点缀着一丛丛生态
绿植，不时有白鹭飞过，风景如
画。河面上，几名保洁工人撑着小
船，打捞漂浮在水面上的落叶和垃
圾。

据了解，消灭水上“看得见”
的 垃 圾 ， 确 保 河 道 保 持 “ 三
无”——无漂浮物、无障碍物、河
边无垃圾，是治水工作的一项常规
动作。

“冬季主要的漂浮物是落叶，我

们安排保洁人员每天早晚各打捞 1
次，像大风天特殊情况会不定期巡
查，及时清理漂浮物、垃圾。”市盛
霖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友
说道。

除了消灭“看得见”的垃圾，
让河道畅流、活水也是冬季治水的
关键一环。在泰安河的源头，有一

处中水回用的补水口，污水处理厂
将污水达标处理后，再将这个中水
返回到断头河，将源源不断的“活
水”注入泰安河河道，从而达到生
态循环的目的。“流水不腐，只有让
水流动起来，才能保持水体的净化
功能，发挥河流的生态价值。”王孝
聪说道。

此外，玉城街道还在辖区内开
展增殖放流活动，通过投放鲫鱼、
白鲢、花鲢等鱼苗6万尾，充分发挥

“以鱼治水、以鱼养水”的功效，利
用其滤食藻类的特性，清除水中的
氮、磷元素，以生物治理方式净化
水质，改善街道水域生态环境。

（王敬 金烨鹏 文/摄）

玉城抓住河道养护“窗口期”

打响冬季护河“第一枪” 本报讯 近日，市人
民法院召开院所合作联动协
作新闻发布会，通报市人民
法院与市拘留所开展院所合
作相关情况，并围绕具体案
例介绍了工作成效。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拘
留所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督促被拘留人员履行相关义
务，化解债权人和债务人之
间的矛盾纠纷，真正实现进
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案结事
了，市人民法院联合公安部
门在市拘留所内设立司法拘
留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室，将
其作为协调案件、化解司法
拘留社会矛盾的工作场所，
借力基层组织和律师、人民
调解员等力量，为拘留所全
面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提供法
律支持。2019年，拘留所
共接收失信被执行人 702
人，成功化解矛盾 205起，
调解成功率约为 30%，较

2018年提高了5%。
此外，市人民法院与市

拘留所携手共同推进信息化
建设，共享被司法拘留人员
基本信息、案件情况等方面
信息。年初，双方还成功建
立了专线对接，实现“视频
会见化解矛盾”这一新功
能。不久前，在拘留所的陈
某通过远程视频，见到了在
法院的妻子，在妻子和执行
法官的说服下，最终同意拍
卖自己的房产，履行所欠近
13万元的债务。

“我们将继续扩展院所
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细化司
法拘留工作流程，建立案件
对接、信息共享机制，同时
与市公安局就司法拘留社会
矛盾化解工作进一步深化联
动机制，不断提高矛盾化解
的能力和水平。”市人民法
院执行综合科科长丁宗勉表
示。 （胡琼晓 刘竹柯君）

市人民法院“牵手”市拘留所

联动协作化解矛盾

本报讯 “尤其是老年人一
定要在人行道行走，注意看红绿
灯，不能盲目过马路……”昨天上
午，一场以老年人交通安全为主题
的“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在
坎门街道海城社区、玉城街道白岩
村、楚门镇中山村、大麦屿街道刘
园社区等6地同步举行。

在白岩村文化礼堂的活动现
场，交警选取了今年以来发生在
我市的8个老年人交通事故的典型
案例，以此来警示所有道路交通
参与者。

“耳不聪、目不明，反应迟
钝，动作也相对比较缓慢。”市民
林仁祝坦言，通过学习，他对交
通安全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出
行会时刻谨记，提高自己的安全
意识。

当天的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年
轻人的关注。“这个活动很有意
义，我们年轻人也要时刻注意交
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市民何
亮表示，以后他在骑电动车时，
一定牢记佩戴安全帽、走非机动
车道等交通安全知识。

当天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万
余份、小礼品2千余份。

“希望广大道路交通参与者都
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老
年朋友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警
钟长鸣，安全文明出行。”市区交
警中队指导员江雷说。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11 月，
我市交通事故死亡人员中，60岁
以上的有 17 人，占死亡总数的
47%。

（林俐 何伟峰）

“全国交通安全日”开展精准宣传

为老年人撑起“安全伞”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
进丧葬礼俗改革，加大宣传
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近日，我市多地组织开展了
精彩的文艺演出，用市民喜
闻乐见的形式，弘扬科学、
文明、健康的治丧新风尚。

11月 28日晚，由市殡
葬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
的“深化丧葬礼俗改革文艺
下乡”文艺演出在玉城街道
解放塘社区上演。来自市巾
帼志愿者协会的 40多名志
愿者用形式多样、内容生动
的节目对丧葬礼俗改革政策
进行了全面宣传。

除了歌舞小品，晚会
特别设置了“丧葬礼俗改
革”知识有奖竞答，台下观
众踊跃互动，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市巾帼志愿者协会文
艺部部长胡玲珑表示：“希
望通过这种‘接地气’的艺
术形式，将丧葬礼俗改革知
识与文娱节目融为一体，让
老百姓了解改革的好处，接
受‘厚养薄葬’‘文明节俭
办丧’的理念。”

“这样的宣传表演蛮有
意思的，现在大家都慢慢了
解了。”现场观众庄大姐为
演员们的精彩表演点赞。

11月16日起，“深化丧

葬礼俗改革文艺下乡”文艺
演出已在我市多个村 （社
区）举办。（李藏露 郑涛）

又讯 “打竹板，听
我言，丧葬改革作宣传”

“丧事集中殡仪馆，文明科
学时间短”……12 月 1 日
晚，丧葬礼俗改革主题文艺
演出在龙溪镇凤凰村文化礼
堂举行。

当晚 6时 40分，随着
乡贤郑德全琵琶工作室演奏
的《歌唱祖国》《茉莉花》，
一场乡土味文艺演出拉开了
帷幕。紧接着，渔家风情味
十足的斗笠舞、取材生男生
女都一样的小品 《三亲
家》、倡导“五水共治”和
垃圾分类的情景剧《河长》
等节目轮番上场，看得观众
喜笑颜开。

特别是三句半《丧葬
礼俗改革大事件》、快板
《丧葬礼俗改革好》等切入
主题的节目，加上有奖问答
的互动，巧妙地道出了丧葬
礼俗改革政策中的关键内
容，强化宣传效果。（詹智）

文艺演出话改革
移风易俗倡新风

本报讯 11月 30日下午，市
大学生创业就业技能达人赛 （外
贸类） 决赛在楚门长城宾馆举
行，20名大学生参赛选手同台竞
技，展示新外贸人风采。

近年来，我市出台了《加强
高校毕业生聚集工作的实施意
见》《加快外贸人才队伍建设的若
干意见》 等政策，做深、做活、
做强“招才引智”文章，不断优
化创业环境，让大学生在创业就
业中大展身手、大放异彩，为我
市企业直接匹配、输送了大批外
贸人才。

活动中，经过层层选拔后的
20名新外贸人按照抽签顺序，依次
站上决赛路演舞台，通过PPT向现
场观众展示个人成长之路、成长关
键亮点和未来三年职业规划，并回
答了评委有关提问。

最终，来自台州萨德暖通科
技有限公司的王晓雨捧回了冠军
奖杯。“这让我对做外贸更有信心
了，我今后将更加努力做好本职工
作，为玉环的外贸事业做出一点贡
献。”王晓雨高兴地说道。

选手刘思营入职不到一年，
虽然没有拿到理想的名次，但她

依然在比赛中收获良多：“参加活
动能和很多外贸人一起分享、交
流，学习他们的优点，也看到了
自身的不足，我将继续努力学
习，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市人社
局主办，为“学子归巢”系列活
动之一，旨在通过培训辅导，层
层选拔，为青年大学生提供学习
交流、展现技能、共话成长的舞
台，进一步发现、培养、激励玉环
紧缺的外贸人才，推动外贸人才可
持续发展，助力玉环外贸企业高质
量发展。 （胡琼晓 刘斌辉）

我市举行大学生创业就业技能达人赛

新外贸人同台展风采

本报讯 12 月 1 日是
第 32个世界艾滋病日，市
疾控中心通过开展防艾宣
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
业等系列活动，将健康知
识送上门，让群众共同参
与防艾行动。

11月 30日下午，市疾
控中心联合天宜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在吾悦广场开
展防艾主题宣传活动。活
动通过3个与艾滋病防治知
识有关的趣味游戏，让群
众在轻松愉快的游戏中收
获艾滋病防治知识。

与此同时，我市还组

织了健康讲师团，深入村
居文化大礼堂、企业、学
校等地开展专题讲座、设
置防艾宣传走廊，通过对
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宣
传，使全社会共同参与到
防艾行动中。

据了解，截至 2019年
10月底，全国报告存活艾
滋病感染者 95.8万，整体
疫情持续处于低流行水
平。2019年，我市的艾滋
病疫情也首次出现了下降
趋势，艾滋病防控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陈丹）

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本报讯 昨天上
午，市亲青帮平台宣
传暨“三禁三防三
自”主题教育“青春
护苗”益市集在玉环
公园热闹开市，吸引
了过路市民热情参
与。

据了解，“亲青
帮”是团省委搭建的
一个便捷的网上维权
平台，服务对象主要
为 6 至 35 周岁的人
群，平台整合了青少
年法律维权、心理咨
询等专家力量，实现
青年帮青年、组织帮
青年、专家帮青年。
而此次益市集旨在向
青少年推广该平台，
并进一步引导青少年
勇于向“黄赌毒”说

“不”，提高他们面对
“传销、诈骗、校园欺凌”的自我防范意
识，养成自爱、自重、自强的健康心态。

活动现场，市公安、卫生和金融等
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借助分发传单、
有奖竞猜等形式，分别进行了禁毒教
育、法制教育、金融知识和“无盗抢城
市”创建等宣传。

在市禁毒委摊位前，各种毒品标本
吸引了市民的注意，工作人员耐心地向
市民介绍与毒品相关的知识。“一些不法
分子会把毒品制作成巧克力等零食，赠
予青少年食用，所以大家不能随意接受
陌生人给予的食品。”禁毒社工陈峰温馨
提示道。

当天还举办了以“三禁三防三自”
为主题的游园会，让市民在愉快的游戏
中获取相关知识，寓教于乐。

“青少年应该自爱、自重、自强。回
去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和‘亲青帮’这一
平台分享给我的朋友，带动他们一起学
习，维护自己的权益。”市民朱鸿涛表
示。 （胡琼晓 吴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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