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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

单位 （社会团体） 资金往
来结算票据，票据代码：
42101， 票 据 号 码 ：
1801704200，于 2020年 1月
15日声明作废。
坎门街道农村环保资金专户

遗失浙江省医疗住院收
费 票 据 一 张 ， 代 码 ：
31301， 号 码 ：
1904211549，于 2019 年 12
月27日声明作废。

李建英

遗失浙江省法院诉讼费
专用票据 5张，票据号码：
1500032413、 1500208405、
1500030063、 1500032434、
1700355433，于 2019 年 12
月27日声明作废。

玉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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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3日晚，坎门街
道举行2020年“平安坎门”大巡防
启动仪式暨坎门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揭牌仪式。街道机关全体工作
人员，公安干警及各站所、各村
（社区）人员，专职网格员、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人员以及“榴岛义
警”等共350余人参加仪式。

活动现场，虽然迎着寒风，但
大家仍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
列队。“下面，我宣布玉环市首支

“榴岛义警”队伍正式成立，2020
年‘平安坎门’大巡防活动正式启
动！”随着相关负责人一声令下，
警笛鸣响，警灯闪烁，巡逻汽车、
警用摩托车、所有人员有序排开出
发，到各自点位上进行巡防，为坎
门群众守护平安。

仪式上，坎门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揭牌“平安坎门”“美丽坎
门”“暖心坎门”“健康坎门”“文
化坎门”“活力坎门”6支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分队正式成立，组建完
成我市首支“榴岛义警”，为坎门
文明实践等各项事业发展及平安建
设注入强劲力量。 （潘瑶强）

又讯 1月 13日晚，大麦屿街
道办事处操场警灯闪烁、人声鼎
沸，大麦屿街道2020年平安大巡防
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街道全体工
作人员、公安干警及各站所、部分
村（社区）巡逻队近 400人整装待
发。

随着相关负责人一声令下，办
事处操场上顿时警报响起，巡逻摩
托车、警车整齐出发，全体人员按
照预先方案，分赴各自巡区进行治
安巡逻。

据悉，此次治安大巡防期间，
街道将组织人员重点加强开放式居
民小区、城乡结合部、治安复杂区
域的平安巡防，遏制“两抢”、入
室盗窃、盗窃“两车”和工业原材
料等盗抢案件的发生。

同时，结合大巡防活动，有针
对性地加强对公园广场、车站码
头、公共交通、旅游景区等人员密
集场所等重点单位的安全检查，指
导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进
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全力打造“平安大麦屿”。

（茹冠钦）

又讯 1月 13日晚，楚门镇在
市民广场举行“岁末年初”平安大
巡防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旨在广泛动员各界力
量，营造打击违法犯罪的强大声
势，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构建立体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切实维护春
节期间全镇平安稳定。

启动仪式后，镇机关干部会同
派出所同志及村（社区）干部、网
格员、综治队员前往各自村 （社
区）开展街面巡逻，联村领导与所
在村（社区）做好对接，指导和开
展平安检查。

据悉，此次大巡防时间为2020
年 1月 13日至 2月 8日，巡逻时间
为每晚 7时到次日早上 6时。通过
开展面上巡逻检查、集中清查、设
卡盘查等方式，广泛动员各方力
量、整合各方资源，确保大巡防有
大参与、大动静、大动作、大成
效。同时以治安乱点、九小场所、
居住出租房、人员密集场所、危化
品存放点等作为重点，严格落实各
类隐患的整改措施，杜绝各类事故
的发生。 （应军）

又讯 为进一步巩固平安稳定
的治安态势，加大对“盗抢骗”等
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使群众度过
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1

月 13日晚，沙门镇举行“除盗抢、
清隐患、守平安”全民行动暨平安
大巡防活动启动仪式。

“我宣布，沙门镇 2020年‘除
盗抢、清隐患、守平安’全民行动
暨平安大巡防活动正式启动。”随
着沙门镇党委书记骆骏骞的一声令
下，警笛响起，警车呼啸而出，全
体人员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各
自的巡区，深入各村和企业开展安
全巡防。

（胡存超）
又讯 为全面推进鸡山平安创

建工作，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辖
区群防群治，1月 13日，鸡山乡在
乡文化站前开展平安大巡防启动仪
式。全体机关干部、站所工作人
员、村党员干部、专职网格员、平
安志愿者等参加仪式。

治安大巡防正式启动后，管片
民警和 6个村的巡防人员随即有序
前往辖区内重点区域进行治安大巡
防。

据悉，鸡山乡将通过这次大巡
防行动，深入到社会治安整治的各
个环节，充分发挥巡防队伍作用，
发动身边群众参与，以实际行动保
鸡山一方平安，确保人民群众过上
一个平平安安的新年。

（章文璐）

我市各地启动平安大巡防活动

本报讯 近日，省总工会
慰问团来我市开展“送温
暖、送安全、送服务”活动。

当天上午，慰问团一行
先后赴苏泊尔股份有限公
司、巨泉铜业、大麦屿街道
慰问困难职工、劳模。“遇到
困难一定要和工会娘家人说
一说……”每到一处，慰问
团一行都与职工亲切交谈，
鼓励职工树立战胜困难的信
心和决心，并为他们送上慰
问金及慰问品。

在大麦屿街道综治中心
卓玉宝工作室，慰问团一行
见到了劳模卓玉宝，详细了
解其工作、身体及家庭情
况，嘱咐卓玉宝要保重身
体，并对卓玉宝扎根一线，
在基层调解工作上做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

当天，慰问团一行还实
地走访调研了浙江双环传动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玉环时
尚家居小镇和诺贝家居。每
到一处，慰问团都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技能人才培

养等情况，认真听取基层工会提出的意见建
议。 （陈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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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民
间爱心组织—“爱心球”积极
开展送温暖活动，为50户困难
家庭送上暖心礼物。

“我感到很温暖，这个冬
天是个暖冬！”家住坎门里澳
社区的困难户李先生提着慰问
品，忍不住红了眼眶。李先生
一家，因病致贫，全家人主要
依靠低保过日子，“爱心球”

爱心人士的亲切慰问，让他觉
得十分温暖。

50户困难户分散居住在玉
城、大麦屿和坎门等地，“爱
心球”成员分批分片上门，给
他们赠送慰问金和慰问品。

“我们每个星期抽空走十多
户，在春节前要全部慰问完
毕。”“爱心球”成员潘海华说
道。

据了解，“爱心球”民间
爱心组织成立于1997年，现有
成员近80名，每逢春节或其他
节日，他们都会开展访贫问苦
爱心活动，活动经费也由成员
自筹，“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群体，我们也是非常开心
的。”“爱心球”爱心组织副会
长潘丕益说。

（龚松）

“爱心球”节前送温暖

本报讯 1月12日，龙溪镇
政府大院里，湖北利川籍新玉
环人彭寿奎收到了龙溪镇综治
办、蕲春党建工作站负责人送
上的慰问金。拿着慰问金，彭
寿奎连声道谢，感谢第二故乡
党组织的关爱。

据了解，随着春节来临，
龙溪镇联合镇慈善分会为部分
困难新龙溪人送了慰问金。彭
寿奎暂住在龙溪高山头，家里
7岁的儿子和老父亲都需常年
看病吃药，“利奇马”台风又
让他的果园损失了数万元，收

到慰问金后，他十分激动，表
示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困难。

当天，和彭寿奎一样，共
有10位困难新龙溪人收到了第
二故乡龙溪镇党委政府送上的
关爱慰问。

（詹智）

关爱送给困难新玉环人

本报讯 昨天上午，位于楚
门镇龙攻门山顶的我市烟花爆
竹专用存放仓库一片热闹景
象，一辆满载烟花爆竹的大货
车正在卸货。“今天上午总共要
卸 1200 多箱，接下来还要进
货，到 1月 20号货物就可以全
部备齐了。” 市农村经济发展有
限公司仓库管理员林峰说。

连日来，作为市政府独家
授权销售烟花爆竹的公司，市
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正在紧
张地备货之中。今年春节，该
公司计划备货 26000箱，其中，
9000箱烟花，其余为爆竹和响
炮。所有备货中，一半以上为
环保型产品，主要特点是冷
光、低烟、少硫、低尘、可回
收、可降解，可有效降低烫伤
人和易发火灾的风险。

据了解，今年，我市烟花
爆竹销售点53个，比去年减少9
个，相比往年，今年烟花爆竹
销售点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两本
上岗证，烟花爆竹销售安全员
证书和负责人证书，比历年更
加严格。根据省应急管理部门
要求，销售户必须集中统一到
椒江，通过人脸识别和机考方
式进行考试。“这两本证书专业
性比较强，还是比较难考的，
有些经营户没有通过考试，所
以今年的销售点就减少了。”市
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俊松解释道。

据了解，今年我市春节的
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时间为，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至正月十
五，即公历 1 月 18 日至 2 月 8
日；并严禁在燃气站、加油
站、学校、医院、养老院、林
区等场所燃放。我市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市民，遵章守则，文明
燃放，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龚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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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住
建局联合市老城改造指挥部、
市城建集团、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等 10多家部门，深入玉城
街道 7号地块，就施工中存在
的电力、通讯、有线电视、供
水、燃气等各类管线迁移问
题，召开第二次现场协调会。

会后，市城乡建设开发有
限公司组织了相关技术人员，
通过全面排摸场地内管线分布
情况，对接设计方，对不利施

工处进行了协商调整。
据悉，7号地块项目为商

住用房，项目用地面积 851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1536平
方米，总投资额约 28230 万
元。下阶段，各相关单位将
根据此次协调会确定的迁移
方案，部署迁移准备工作，
确保年后管网迁移工作顺利
开展，为工程建设奠定坚实
基础。

（林国友）

现场协调解难题
部门联合扫障碍

1月12日，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林正在向困
难村民发放慰问品和慰问金。据了解，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
连续10多年为弱势群体送温暖，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赞誉。

吴达夫 摄

春节临近春节临近，，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对榴岛大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对榴岛大
道和三潭路沿线路灯进行检修道和三潭路沿线路灯进行检修，，截至本周截至本周，，
两条路的路灯已全部检修完毕两条路的路灯已全部检修完毕。。

吴晓红吴晓红 摄摄

（上接第 1版）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塘里村
房屋征收补偿方式有两种：一是一次性货币或
实物安置；二是货币与实物安置同时进行。

“改造过程中，我们划出一块 47亩的用地
专门建设 550多套安置房，现已开始无障碍施
工。根据规定，有需求的村民可以比市场价便
宜2000多元的价格购置套房居住，当然他们也
能要求一次性货币补偿另外购置其他房产，完
全依照村民个人意愿进行。”塘里村旧村改造
项目综合组组长卢衍阳说。

据介绍，该区块房屋征收货币补偿标准，
是按照建筑占地面积每平方米14000元的标准
进行补偿，其他土地补偿款为每平方米900元；
签订协议和按期腾空分别按建筑占地面积每
平方米350元、每平方米150元进行奖励，搬迁
费按建筑面积补贴每平方米20元，并根据市场
估价补偿原房屋重置费。此外，每户还可按人
口或建筑面积获取一年过渡费补贴。

“这次拆迁，我们充分站在村民的利益角
度寻求一个补偿平衡点，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补
偿资金及时发放到位。整个过程我们坚持把
政策标准放在‘阳光下’，摆在‘桌面上’，让每
位拆迁户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玉城街道办
事处常务副主任蒋祖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