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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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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坑爹游戏

09:50觅江南67

10:25天天时尚

11:00全民运动汇92

11:30 金色港湾

12:00玉环新闻

12:25 333新闻窗

13:00海湾影院

我的青春你来过

15:00 玉环新闻

15:25 333新闻窗

15:40光影纵横

16:30大厨到你家173

17:00金色港湾

17:15动画片

虹猫蓝兔梦之国历险记7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虹猫蓝兔梦之国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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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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岛聚焦

20:30榴岛先锋上

20:40光影纵横

21:15玉环新闻

21:35榴岛聚焦

21:45榴岛先锋上

21:55海湾影院

地球最后的晚上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9月16日（星期三）

社会生活频道

07:00国歌

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金色港湾

07:30决币14

08:15决币15

09:00玉环新闻

09:25 333新闻窗

09:45决币16

10:30决币17

11:25生活大参考

12:00金色港湾

12:30 觅江南70

13:00玉环新闻

13:25 333新闻窗

13:45暗刃22

14:30暗刃23

15:20暗刃24

16:20《达达剧场》

16:50全民运动汇92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彝海结盟24

18:20彝海结盟25

19:10榴岛先锋上

19:30天天时尚

20:00玉环新闻

20:25榴岛聚焦

20:35爱心改造家第二季5

20:55暗刃22

21:40暗刃23

22:35暗刃24

（上接第1版《党员群众齐

心协力“创国卫”》）
当天上午 9时许，全体人

员分成 12支队伍在玉环公园
南大门集合，他们穿着统一的
红马甲、拿着清扫工具，领到自
己的“责任田”后，立即分头前
往目的地开始行动。

市民冯女士和同伴拿着
火钳，沿着步行街一路走一路
干，用“火眼金睛”仔细寻找可
能藏在绿化带、下水道口的垃
圾。“现在，像这样的整治、清
扫活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
部分。我会继续用实际行动
支持‘创国卫’，也会带动身边
更多人参与进来。”冯女士是
一名社区志愿者，自 3年前退
休后，她就加入到“创国卫”志
愿队伍中，用自己的力量美化
家园。

同样热心“创国卫”的还
有志愿者刘玉平。近年来，
随着“创国卫”的深入开展，
她感受到居住环境变得更加
优美整洁，市民素质也得到

明显提升，这些喜人的变化
坚定了她坚持参加“创国卫”
行动的信心。“以前，左邻右
舍还会因为公共河道脏乱、
楼道堆放杂物、墙上贴‘牛皮
藓’等问题发生纠纷。现在，
人人‘创国卫’，环境大变样，
邻里也更和睦了。”刘玉平
说。

当天，10多支队伍深入李
家小区、蓝天花苑、13号小区、
阳光花苑、新世纪小区、长乐
公寓等整治点位，清扫卫生死
角、清理“牛皮藓”、整理垃圾
桶……记者在各处看到，前期
检查中发现的小区宣传栏老
旧、广告栏破损、树木未扶正、
生活垃圾乱堆放等问题，均已
整改到位。

“针对辖区内存在的各类
问题，我们已积极做好整改
措施。对‘创国卫’各项工作
进行再落实、再巩固，确保工
作取得实效。”玉城街道南门
社区党总支书记潘贤亮表
示。

本报讯 日前，市财政局
业务传承手册《财政工作手
把手》在我市机关“薪火相
传”业务传承一本通现场推
进会上发布，相关业务传承
经验在全市推广。

《财政工作手把手》 是
市财政局的第一本业务传承
手册，实现了业务内容和服
务对象“全覆盖”：涵盖了该
局 18 个科室 139 项主要业
务；包含了全市四分之一的
部门间“最多跑一次改革”
项目，覆盖了所有服务对象。

《财政工作手把手》 将

流程复杂内容繁多的业务知
识化繁为简，条理分明，简
单易懂，却又简而不陋，手
册的展示风格经过精心设
计，以彩图绘制流程，图文
并茂。

对 此 ， 市 财 政 局 将 以
《财政工作手把手》为规范、
依据，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
约和监督，构筑清廉财政

“五大体系”建设，把权力关
进制度的笼子，确保财政资
金、财政运行和财政干部

“三安全”，致力推进“两个
机关”建设。 (陈煜)

《财政工作手把手》发布
相关业务传承经验在全市推广

清扫校园美化学习环境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学校

纷纷吹响“创国卫”冲刺号角，多
举措做好学生卫生，美化校园环
境，助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

昨天上午，在坎门一中，全校
师生正有序开展卫生大扫除，对校
园走廊、教室、花坛等地进行了一
次大规模清扫和美化，为“创国
卫”贡献一份力量。

自“创国卫”行动开展以来，
坎门一中积极响应，及时调整人
员，对学校公共场所卫生进行查漏
补缺，并加强“创国卫”宣传力

度，切实提高师生知晓率，形成
“人人支持创卫、人人参与创卫”
的良好氛围。

“当前，学校将进一步巩固现
有成果，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加以改
正、提升。”坎门一中校长张亦强
说道。

在玉环中学食堂，10多名食堂
职工正对后厨的油烟污垢、厨余垃
圾等进行大清扫，确保为广大师生
提供一个干净、整洁、温馨的就餐
环境，以实际行动助力“创国卫”。
据介绍，自开展“创国卫”以来，
玉环中学食堂每位职工都高度重
视，做到每日一小扫、每周一大
扫，并细化灭蝇灯设置、下水道清
理、台帐记录等，进一步强化制度
管理。

“这样的清扫活动已成为食堂
工作的常态，不仅是为师生创造干
净、舒适的就餐环境，也是助力

‘创国卫’。” 玉环中学食堂管理员

屈战武说道。 （吕琼雅 林梦婷）

清理卫生死角焕新颜
本报讯 连日来，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联合市容环卫有限公司，主
动出击，严查卫生死角，扎实推进

“创国卫”各项任务落实落细。
在大麦屿新园社区永昌路，这

里堆积了数月的建筑废料和生活垃
圾，一直无人清理，这让本就不宽
阔的道路更为拥挤。昨天上午 9时
许，10余名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
公司的工作人员挥舞着铁锹、铲
子，热火朝天地清理。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奋战，共运走 10余车垃圾，
永昌路也随之恢复了原本干净整洁
的模样。

随后，大家来到大麦屿公园旁
的渔业码头，继续清理这里被遗弃
的床垫、塑料袋、木板等垃圾。

与此同时，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还对各街道进行了市容市貌检查，

重点排摸城市立面以及户外广告牌
匾是否平整规范，并开展流动摊、
跨门面等“十乱”现象系列专项整
治等。 （林怡彤）

环境消杀保客运站场卫生
本报讯 9月 12日，玉汽集团

委托浙江雄鹰除虫服务有限公司对
玉环客运中心、坎门客运中心等区
域开展“除四害”消杀。

此次“除四害”重点对候车
室、卫生间、垃圾房、小卖部、客
运站场、绿化带、楼梯口、垃圾
桶、储物柜等区域的卫生死角进行
统一清洁消毒，并投放灭鼠、灭蟑
螂药物，全面消杀四害病媒生物，
为旅客提供更加清洁卫生的出行环
境。

据统计，此次消杀工作共新增
鼠饵站 13 座，消杀垃圾桶 50 余
只。

（叶祥财 林继微）

人人支持 人人参与

我市吹响“创国卫”冲锋号

本报讯 连日来，市港航
海洋和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组织执法人员分赴灵门渔
港、坎门中心渔港、大麦屿
渔港等全市各个渔船停靠的
港岙口，对 9月 16日我市最
后一批开捕的 42艘单拖渔船
进行检查。

昨天上午，在大麦屿渔
港，10多艘单拖渔船已完成
充冰、加油等准备工作，渔
民们正往船上搬运蔬菜、大
米、食用油等生活物品整装
待发。

执法人员登上渔船仔细
检查船上网具的网目尺寸，

对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更换，
同时检查渔船上北斗终端设
备的运行使用、卫星电话配
备以及救生衣、灭火机、救
生筏等安全设施配备等情
况。此外，执法人员还告知
渔民，开捕出海前要配齐船
长、大副、轮机长、大管轮
等职务船员，普通船员要持
证上岗，船上捕捞许可证、
船舶检验证书等各种证件要
随船携带并有效。

从检查情况看，各渔船
都能按要求规范设置各项安
全设施，总体情况良好。

（倪建军）

最后一批伏休渔船今出海

开捕前检查保安全

本报讯 近日，“银法联动
助力诉前纠纷化解”新闻发布
会在市人民法院召开。

去年，市人民法院与金融
机构在对敦促涉诉当事人自动
履行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的基础
上，通过“银法联动”，以正
向激励、反向惩戒的方式，首
次对“银法联动”工作进行了
探索。今年 8月，市人民法院
出台了《关于银法联动助力诉
前纠纷化解激励自动履行实施
办法》，将“银法联动”机制
前移至诉前人民调解阶段，旨

在通过贷款帮扶、分段督促、
信用修复等举措，进一步引导
当事人自行化解纠纷，提升生
效调解文书履行率，助力诉源
治理和诚信建设。

发布会还介绍了“银法联
动”实施办法的创新特点，即
对诉前调解阶段有主动履行意
向却因经济困难无法达成协议
的，金融机构提前介入，通过

“银法联动”促成调解；当事
人申请并填写《诉前调解贷款
帮扶申请表》，法院审查认为
确有必要的，将贷款申请材料

移交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可根
据信贷审查条件，从宽为其发
放贷款，并就低确定利率，实
行重点帮扶。

市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
院长王再桑表示，法院方面将
明确责任，加强协作，联合金
融、发改、市场监管、人劳社
保等多个部门，建立联系沟通
平台，通过书面通报共享或联
席会议方式，共同监督，联合
制约，完善“信用画像”，形
成社会治理合力。

（苏一鸣 刘竹柯君）

“银法联动”助力诉前纠纷化解

连日来，浙江卡博铜业有限
公司员工正抓紧赶制订单，车间
内呈现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

近年来，浙江卡博铜业有限
公司注重科研投入，加大技改力
度，研发的产品得到行业普遍认
可，使得在疫情影响的大环境
下，订单量不减反增。今年1—8
月 企 业 实 现 外 贸 出 口 9147 万
元，同比增长10.16%。

吴晓红 摄

（上接第 1版《市民“坐”享城乡公交一
体化红利》）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近日，市公交智
能化建设项目也进入了招投标程序，该项目
总投资667万元，建设内容为公交车车载设
备、系统平台运行、智能公交系统平台软件
及配套等相关内容，建成后将完善公交智能
调度系统，提高运营效率，为公交管理科学
决策提供支撑。

市交通运输管理局运输管理科科长李
春辉表示，他们将通过全面实施道路客运
班线公交化改造，进一步统筹全域公交发
展，实现全市公交一体化和城乡客运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为市民提供高效便
捷、安全舒适、经济可靠、绿色低碳的公共
出行服务，构建城乡一体公共出行服务体
系，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
感。

赶制订单生产忙赶制订单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