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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玉环新闻

08:00海湾影院

新喜剧之王

09:50觅江南20

10:25天天时尚

11:00全民运动汇65

11:30榴岛先锋下

12:00玉环新闻

13:00海湾影院

小情书

15:00 玉环新闻

16:05新时代物语

16:35大厨到你家125

17:00榴岛先锋下

17:15动画片

鹿精灵第2季5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鹿精灵第2季6-7

18:00天天时尚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

联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 玉环话散

20:25玉见

20:35新时代物语

21:10玉环新闻

21:35 玉环话散

22:05玉见

22:10海湾影院

一吻定情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3月26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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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榴岛先锋下

07:30不是不想嫁4

08:15不是不想嫁5

09:00玉环新闻

09:55不是不想嫁6

10:40不是不想嫁7

11:30生活大参考

12:00榴岛先锋下

12:30 觅江南19

13:00玉环新闻

13:55十个连长一个班5

14:40十个连长一个班6

15:25十个连长一个班7

16:20《达达剧场》240

17:00全民运动汇68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穿甲弹10

18:20穿甲弹11

19:10玉见

19:30天天时尚

20:00玉环新闻

20:25 玉环话散

20:55十个连长一个班5

21:40十个连长一个班6

22:35十个连长一个班7

本报讯 随着各行各业有序复
工复产，外来务工人员陆续返玉，
我市的住房租赁市场呈现回暖趋
势。

连日来，玉城街道城东村居住
出租房屋“旅馆”总台前人来人
往，刚从外地返玉的租客和各自的
房东陆续赶来，办理入住登记。受
疫情影响，今年年初时段的租房热
潮比往年晚了一个多月，但也比往
年更“来势汹汹”。

“以前春节后，外来务工人员
是陆陆续续过来的，今年受疫情影
响，返玉人员比较密集。”城东村

综治中心网格员陈方燕手里一直在
忙着登记工作，她告诉记者，3月
以来，“旅馆”总台每天登记入租
的外来人口都在50人以上，工作人
员得时刻保持“在线”，应对人流。

据了解，城东村现有本地出租
户 172户，可接纳外来人口 1600人
以上，目前已登记入住有 1300余
人，登记入住率达 80%以上。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好，房东们跟
着管理政策走，做好人员登记、消
防设施配备，安心等着租客回潮。

楚门镇中山村有出租户 300余
户，房屋租赁市场同样十分热闹。

在中山村居住出租房屋“旅馆”总
台，工作人员每天需登记近百名租
客的资料，3名网格员日夜轮班做
好备案登记工作，以确保租住安全
有序。

房东黄永岳是村里的出租大
户，管理着90余间出租房，可容纳
上百名租客，除了等着老租客返
玉，这几天来问租看房的新租客也
多了起来。

“只剩几间没租出去，其它基
本上都住上人啦。”黄永岳笑着说
道，前阵子担心疫情影响租房市
场，现在他完全打消了疑虑，还提

出给房客减免居家抗疫期间的房租
费，让返玉人员安心返租。

像黄永岳这样主动提出减免房
租的房东还有不少，这个法子不仅
留住了老租客，也让租房市场更和
睦稳定。“都是长期住在这里的老
租客了，他们来玉打工也不容
易。”房东李思连笑着说道，“希望
给外来务工人员减轻负担，让他们
安安心心回来上班。”

目前，中山村已登记租住2000
余人，其中多数为老租客，网格员
估计，租住人员将逐步恢复到原有
的3000余人。 （张馨）

房东放心租 房客安心住

我市居住出租房租赁市场回暖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民政厅
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有序恢复养老服务工作。记者走访
发现，我市 21家养老机构均已解
封，养老服务工作正在逐步恢复
中。

昨天上午10时多，在楚门镇敬
老院的门口，市民李玲英正在登记
健康码并接受体温监测。她告诉记
者，她的母亲住在敬老院里，疫情
前她都是定期来探望，前段时间敬
老院封闭管理，她来了多次都吃了

闭门羹，听说封闭管理解除了，她
第一时间电话预约，赶来探望，

“封闭管理都是为了老人们的健
康，我们家属都非常理解，我和妈
妈 2个多月没见了，我看到敬老院
家属微信群发出的探视通知后赶紧
过来看看。”

据楚门镇敬老院工作人员介
绍，虽然现在封闭管理已解除，但
院内各个场所每日都会严格进行消
毒，所有人员均需佩戴口罩，工作
人员会每日为老人测量体温，并详

细做好台账记录。针对春节期间回
家居住或生病住院的老人，回敬老
院入住前家属还需要签署申请返院
的相关承诺书。

楚门镇敬老院院长郑念菊告诉
记者，虽然家属探视已经恢复，但
院内依然需要严格控制来访人数，
防止人员扎堆、聚集，“我们现在
要求访客一天不能超过 5个，人员
来访时间也尽量错开。”

同样于昨天刚恢复服务的芦浦
托老院内，护工一大早就在为院里

的老年人测量体温，工作人员陈亨
明正用消毒液在院内各个角落进行
喷洒，他告诉记者，院内每天都要
消毒两次。目前院内老人数量为53
名，直到昨天早上，才恢复办理老
人返院及新入住手续。

芦浦托老院院长陈美娇告诉记
者，由于春节前后不少老人回家居
住或住院，现在重新入住要采取预
约制，核对信息符合相关要求后，
再安排他们轮流入住。

（苏一鸣 叶梦）

21家养老机构昨日解封
养老服务工作正在逐步恢复中

近日，龙溪镇塘厂村孙如良
果蔬基地里，小番茄架上缀满了
一串串金黄的果子，引得人们前
来采摘游玩，让特色农业实现了
观光、采摘等多重效益。

詹智 摄

小番茄种出大效益小番茄种出大效益

本报讯 随着我市部分商
店、购物中心、餐厅恢复营
业堂食，出行的市民也逐渐
增多，据玉汽公交公司统计
数据显示，3月22日玉汽公交
公司单日运输乘客首次突破 2
万人次，较 3月 5日客流 1万
多人次增幅50%，与去年同期
相比恢复了近30%。

笔者从该公司了解到，
自 2月 20日公交公司恢复部
分公交班次运行以来，客流
已有明显回升。3月16日、17

日，考虑乘客夜间出行需
求，恢复了玉环至坎门、楚
门夜班车。目前客流主要以
老年人、上班族为主，预计
随着外来务工人员不断回流
及各学校陆续开学，客流量
还会进一步增加。

在此，玉汽公交公司提
醒广大乘客出行时做好安全
防疫，要佩戴好口罩，并在
驾驶员引导下出示健康码，
有序排队乘车。

（金慧）

公交客流首回2万人次

本报讯 当前，疫情缓解，运
输畅通，菜市场货物供应充足，在
市场自我调节作用下，菜价也有所
下降，市民的“菜篮子”得到了保
障。

3月 24日上午，记者来到城关

中心菜市场，在一家水产品摊位
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据摊主介
绍，由于渔船复工复产，水产品供
应不断，不仅品种齐全，而且价格
也有所下降。

记者在菜场转了一圈，发现除

了海鲜，蔬菜和肉类也供货充足，
价格也因此下降。其中本地产小白
菜由原来的每公斤 9元降到现在的
6—8元，猪肉价格也从原来的每公
斤90—100降到每公斤60多元。

尽管菜价有所下降，但是记者

也观察到，菜场内并没有很多选购
的市民，据经营户介绍，尽管各餐
饮单位陆续复工，但市民外出就餐
还没恢复常态，各餐饮单位的上座
率也不足，他们的生意也没有以前
好了。 （陈倩薇 叶梦）

价格下降 供货充足
市民“菜篮子”有保障

本报讯 近日，市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事务中心配合市
住建局建筑业管理科对全市
主体阶段在建工程范围内开
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安全检
查。

检查中，市质量安全中
心及建筑业科共派出 14人分
为4个检查小组，以乡镇、街
道为单位，重点检查了施工
现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状

况、设备日常维保情况、起
重机械安全职责履行情况、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和安全教
育情况等，共检查在建工程
90个，塔吊143台，物料提升
机 90台，人货两用梯 17台。
期间共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20份，停工整改通知书11份。

经检查，我市在建工程
起重机械整体情况良好，运
行安全、可控。（孙灏 方斌）

严管细查保安全
市住建局开展建筑起重机械专项安全检查

本报讯 有了这台设备，
将极大提升我们的诊断效
率，方便辖区百姓就医，真
的非常感谢你们！”昨天，在
龙溪镇的牵线组织下，市二
医健共体集团龙溪分院收到
了一份礼物，由浙江万得凯
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钟兴富送出的，价值
40万元的数字化 X光摄影系
统（简称DR设备）。

市二医健共体集团龙溪
分院执行院长李正军告诉记
者，在新冠肺炎治疗中，肺
炎影像学诊断仍是重要判断
标准之一，DR设备相比传统
的 CT，可以更快开展筛查疑

似病例，拍摄时间极短，这
有助于龙溪分院应对当前的
返工潮。

“疫情当前，医务人员 24
小时坚守一线，我们企业也
有责任和义务出一份力，提
高所在地医疗设备水平，助
力疫情防控。”钟兴富说道。

据了解，DR设备的检测
效率比普通设备高出近 45%，
同时DR成像速度快，成像时
间仅为3秒，基层卫生院配置
DR 设备可有效降低诊断误
差，增强基层医疗服务水
平，更好地为广大老百姓服
务。

（王凌轩 林怡彤）

爱心企业先进设备赠医院

本报讯 3月 24日，在楚
门镇昌业北路的小公园内，
玉环一心建材广场携手TOTO
卫浴、科勒厨卫、索菲亚家
居等 50多家商户在此义务捐
树植树，建造“玉环一心建
材广场爱心林”。

当天活动共种植了 50棵
银杏树。

据悉，玉环一心建材广
场董事长季一心从 1995年创
立一心教育基金，至今已捐

助 18 名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此次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季一心还向市慈善总会楚门
分会捐赠5万元防疫专款。

“我们始终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50家商户每户认养一棵银杏
树，更是对疫情过后的美好
生活种下了希望，努力为家
乡植树造林及改善生态环境
贡献企业的力量。”季一心告
诉笔者。 （应军 陈瑶）

楚门：

种植爱心林共建家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