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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江党群院落项目 7 月中旬开放投用

本报讯 近日，在干江镇党群
院落项目施工现场，10 多名工人正
头顶烈日，忙碌施工。
施工现场，党群院落已初具雏
形，宽敞的庭院、石制的矮围墙和
错落的石屋，海岛的原始气息扑面
而来，场地内，工人们正在各个施

工点位各司其职，有的在打磨石
块，有的在切割木块，还有的在安
装木条。
据介绍，干江镇党群院落原是
11 幢废旧海景石屋和院落。前期，
干江镇在原有石屋基础上进行加
高，并在房屋内部加入钢结构，对
整体进行加固。“目前，项目主体
施工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 项目负责人邓茜表示，受梅
雨季影响工期有些滞后，但他们正
抓紧时间赶工，争取在今年 7 月中
旬完成施工，并开放使用。
据了解，干江镇党群院落项目
总资约 800 万元，占地面积 1 万平
方米，建设面积约 2500 平方米。为

了让党群院落得到高效运用，干江
镇与无华产业投资集团签约合作，
将党群院落打造成干江三悦里文旅
项目，由专业团队负责管理、维
护、运营，并设置展示馆、政治生
活馆、党代表人大代表联络站、花
艺创客基地、非遗传承馆、乡村玻
璃书吧、乡村餐厅等，并引进相关
业态，开展乡村业态培训、非遗产
品开发、陶瓷手作培训、餐饮服务
等乡村服务，使党群院落集经济与
文化功能为一体。
“党群院落不仅能为党员群众
提供创业创新的教育培训平台，同
时与旅游开发结合，也是干江镇农
旅产业融合的标杆性产业项目。”

干江镇党委委员项光旭表示，项目
建成投用后他们将在党群院落内设
置党员党性教育、创业创新等方面
课程，也将不定期组织开展与农业
农村相关的讲座、论坛等活动，充
分发挥党群院落的作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干江镇
将以炮台村、上栈头村、下栈头村
为核心区域，以党群院落、上栈头
村船屋等为载体，打造集文化活
动、旅游产品、青创基地、夜间经
济、住宿地产等元素于一身的全方
位、综合性旅游聚集区，进一步提
升干江旅游资源品质，为干江全域
旅游发展注入新动力。
（胡琼晓 孙雨欣 林海雪）

拼党旗颂党恩

创新载体 织密线上防护网
“林警官，我今天接到一个
电话，说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有
质量问题，幸亏看了前几天你发
在群里的防骗推文，我一下就给
识破了。
”
这是市公安局创建“无盗
抢城市”微信矩阵其中一个缩
影。为了扩大线上宣传受众范
围，该局分辖区按行业组建微
信群，形成矩阵，由派出所民
警当群主，每天还发送电信诈
防范贴文供群成员学习。目
前，该矩阵共有 80 余个群，群
成员达 2 万余人。
同时，该局搭载腾讯微信
朋友圈平台，制作通俗易懂的
短视频，定向玉环微信用户朋
友圈植入防诈公益广告，点击
量达 127 万余次；每月梳理全市
多发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编
发反诈预警提示、真实案例剖
析、揭穿骗术伎俩等文章，拍
摄 “ 乡 音 话 诈 骗 ”“ 行 业 说 防
范”系列短片，在“玉环公
安”“玉环防诈在线”的微信公
众号和抖音发布，以“云宣
传”的方式提高群众防骗“免
疫力”。

延伸触角铸牢线下平安墙
“近期，我们辖区出现了贷

6 月 28 日
一大早，龙溪
镇政府大院
里，湖北蕲春
籍外来流动党
员们用红辣椒
制作了一面鲜
艳的党旗，庆
祝 建 党 99 周
年，同圆中国
梦，永远跟党
走，融入异乡
当先锋。

市公安局：

干江再添一文旅项目

今年以来，市公安局依托
“无盗抢城市”创建为载体，在
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的同时，以“防”为先，主动探
索创新防范招数，努力实现宣传
工作有声势、接地气，构建全方
位、全覆盖、全民化的防范战
线，形成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多维度筑牢网络诈骗﹃防火墙﹄

2

款诈骗跟刷单诈骗，大家要提
高警惕，尤其是我们打工的朋
友，赚钱不容易，别为了贪点
小钱，白白把自己的血汗钱送
给骗子花。”每天，大麦屿派出
所“金牌讲师”陈威明的行程都被排得满满当当，辖区里的企
业主轮番邀请他去给员工们上课。
为了堵住诈骗源头，畅通预防电信诈骗的“最后一公里”，
让群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到、看得到”，该局结合“三服
务”和“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组建 58 支由民辅警组成的宣
讲队伍，采用“土方法”入户、入群、入企、入校、入场所，
用最接地气的语言细心讲解电信诈骗的手段和防范方法，不断
提升群众防范意识，截至目前，已对 236 家规上企业、78 所学
校、125 个场所进行宣传。此外，该局还组织机关民辅警下基
层，协同派出所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

詹智 摄

全民反诈 线上线下齐发力

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党员

本报讯 昨天，市巾帼志愿者
协会联合玉环口腔医院深入我市各
地看望慰问离退休老党员，给他们
送去水果、牛奶、口罩、空气消毒
凝胶等物品。
看到志愿者们的到来，99 岁高
龄的老党员周萍十分激动地唱起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志愿
者们被周爷爷的情绪感染，齐声跟

着唱了起来……
“此次活动，我们筛选出了 17
名有代表性的老党员，周萍爷爷是
党龄最长的一位。”巾帼志愿者协
会副会长胡玲珑介绍说，周爷爷和
党同龄，自 1942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至今已有 78 年，参加过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是一名名副其实的
“老”党员。

离开周萍爷爷的家后，志愿者
一行又来老党员章林棣家中。“志
愿者来看我，我心里很温暖，作为
一名老党员，我觉得很自豪。”已
经 84 高龄的章林棣爷爷精神矍铄，
他告诉记者自己是 1955 年入的党，
老伴吴英斐也是一名党员。玉环口
腔医院的医生还为章林棣和吴英斐
检查了口腔。

“老党员在我们心目中是一座
座丰碑，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
子里，希望通过看望他们来表达我
们的敬意。”巾帼志愿者协会副会
长胡玲珑表示，这些老党员无论在
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
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了许多贡献，
令人钦佩。
（华菲 龚松）

葡萄售价前高后低 上市时机是关键
本报讯 眼下正是葡萄陆续成
熟的季节，从 5 月中旬开始上市至
今，我市葡萄整体价格前高后低，
六月熟品种比五月熟品种平均售价
每公斤降低了 6 元左右。
近日，在干江镇葡萄种植户徐
根荣的葡萄棚内，一串串晶莹剔
透、颗粒饱满的葡萄掩映在绿色的
枝叶之间。徐根荣告诉记者，他种
的是早熟品种，目前采摘已经接近
尾声。今年的销量和价格让他十分

满意，“早熟葡萄的售价每公斤在
16—20 元，与往年售价较高的年份
持平，外地的客商也要多于往年，
今年的收成还是不错的。
”
与徐根荣的欣喜不同，清港凡
海村种植户更多的还是“忧”。“我
们村种植的品种大多是晚熟葡萄，
比早熟葡萄晚上市半个月左右，每
公斤价格只有 10 多元。”凡海村葡
萄种植户陈福友分析说。
清港镇凡海村及附近区域虽然

也是我市葡萄主产区，但大多数品
种成熟期比干江推迟了约半个多
月 。“ 在 市 场 空 缺 的 时 候 葡 萄 上
市，就可以卖到好价格。一旦葡萄
大量成熟上市，那就没有优势
了。”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特产服
务中心主任陈青英表示，5 月中旬
至 6 月初是葡萄上市的空档期，而
6 月中旬起，杭嘉湖一带果实大量
上市，同样的品质，前后阶段的葡
萄价格相差较大自然不足为奇。

据了解，我市万亩葡萄成熟期
从 5 月中旬至 8 月份，早中晚成熟
的份额各占三分之一。历年来，价
格一般都呈现两头高和中间低的情
形。不过，七八月份晚熟品种容易
遭遇台风侵袭，因此，无论从价格
和生长的安全性来看，种植早熟品
种或采取大棚双膜覆盖提早成熟，
应该是我市葡萄果农较为合理的选
择。
（华菲 龚松）

连日来，各派出所民警会同移动公司工作人员将反诈宣传
的“地摊”摆到各村居社区，以有奖问答、现场咨询、宣讲的
形式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
预防电信诈骗从来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在“十大行业联
盟”及 12 支乡镇宣传队的基础上，该局创建全区微信反诈宣传
层级管理体系，组建宣传群，建成市、镇 （街道） 和成员单
位、村 （社区） 和企业三级宣传辐射圈，开启“全员反诈”模
式。
此外，玉城派出所将网格员、流动党支部等社会力量纳入
宣讲团队伍，楚门派出所发动辖区各单位、村居、企业及流动
人口党支部组建“无盗抢城市”党建联盟……建立资源共享清
单以一带十再传百，营造“人人都是宣传员”，全警宣传、全民
宣传的大氛围。
华燕燕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6月30日（星期二）

新闻综合频道
07:00 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 玉环新闻
07:25 333 新闻窗
08:00 海湾影院
奇门遁甲
09:50 觅江南 48
10:25 天天时尚
11:00 全民运动汇
11:30 金色港湾
12:00 玉环新闻
12:25 333 新闻窗
13:00 海湾影院
三人行
15:00 玉环新闻
15:25 333 新闻窗
16:00 新时代物语
16:30 大厨到你家 153
17:00 金色港湾
17:15 动画片 鹿精灵 33
17:30 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 动画片
鹿精灵 34-35
18:00 天天时尚
19:00 转播中央台《新闻
联播》
19:30 玉环新闻
19:55 333 新闻窗
20:15 金色港湾
20:30 新时代物语
21:00 玉环新闻
21:25 333 新闻窗
21:45 金色港湾
22:10 海湾影院
泄密者

社会生活频道
07:00 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反恐演练保安全
本报讯 “有人携带危险
品进站，拦住他！”6 月 28 日
下午，玉环客运中心内突然传
来一声大喝，闻讯赶到的车站
安保人员及特警四面包抄，成
功地拦住了四处逃窜的“歹
徒”，这是玉环客运站进行反
恐应急演练中的一幕。
为提高员工在紧急情况下
迅速反应及处理反恐和其他突
发事件的应急能力，做好防范
措施和处理工作，玉环客运中
心结合本站的实际情况进行了
反恐演习。
根据安排，此次演练对旅
客购票、安检、检票及现场处
置等环节进行模拟演练。同

时，开展恐怖暴力突发事件处
置演练。演练中，一名工作人
员扮演的“歹徒”携带装有管
制刀具的旅行包进入车站。经
过安检岗时，其所携带包在安
全例检时出现异常，车站安检
人员责其开包检查。“歹徒”
眼见露出马脚，推开安检人员
逃窜，安保人员及特警迅速对
其围追堵截，最终将“歹徒”
成功擒获。
玉环客运中心主任林泰巍
表示，通过反恐演练有效提高
了各岗位人员的反恐防暴意
识，一旦遭遇突发情况能密切
配合，切实保障旅客的生命财
产安全。（吕琼雅 刘雪丹）

07:02 金色港湾
07:30 斗香 35
08:15 斗香 36
09:00 玉环新闻
09:25 333 新闻窗
09:45 斗香 37
10:30 斗香 38
11:25 生活大参考
12:00 金色港湾
12:30 觅江南 47
13:00 玉环新闻
13:25 333 新闻窗
13:45 红旗漫卷西风 34

玉环市第一批拟享受“三减”政策中型企业名单公示
为落实 《关于落实落细受疫情影响企业减租减息减支联动措施的实施方案》（省疫情防控[2020]22 号） 文件精神，经
行业主管部门审核，现向社会公示玉环市第一批拟享受“三减”政策的中型企业名单：
序
号

1

2

企业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企业落实减 疫情防控期 近 3 年有无
（是否国有 （是否中型 租金额是否 间劳动关系 重大违法违
名称
独资）
企业） 一个月以上 是否稳定
规行为
玉环大
润发商
业有限
公司

玉环悦
盛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无

无

所享政策依据

详细政策内容

省疫情防控〔2020〕
22 号《浙
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落实落细受疫情影响企业减
租减息减支联动措施实施方
案的通知》

地方财政根据银行贷款利息优
惠幅度,给予企业同比例贴息,
财政贴息期限与银行减息期限
一致,最长 2 个月。对没有银行
贷款的企业,地方财政给予减租
减费额 25%的补助。

省疫情防控〔2020〕
22 号《浙
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落实落细受疫情影响企业减
租减息减支联动措施实施方
案的通知》

地方财政根据银行贷款利息优
惠幅度,给予企业同比例贴息,
财政贴息期限与银行减息期限
一致,最长 2 个月。对没有银行
贷款的企业,地方财政给予减租
减费额 25%的补助。

14:30 红旗漫卷西风 35
15:20 红旗漫卷西风 36
16:20《达达剧场》336
16:50 全民运动汇
17:30 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公示期为 7 天 （2020 年 6 月 30 日-7 月 6 日）。在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及个人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应当以真实身份书面
向玉环市金融工作中心提出，并提供必要的证明文件或材料，我们将按有关规定对其身份予以保护。为保证实事求是、
公正的处理异议，凡匿名异议不予受理。
玉环市“三减”联动工作专项小组
联系人：周显勇，联系电话：0576-80751066
（市金融工作中心代章）
2020 年 6 月 29 日

17:31 回马枪 32
18:20 回马枪 33
19:10 金色港湾
19:30 天天时尚
20:00 玉环新闻
20:25 333 新闻窗
20:35 红旗漫卷西风 34
21:25 红旗漫卷西风 35
22:10 红旗漫卷西风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