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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牵线搭桥
专家送医到家

《窨井盖噪音扰民 经过维修仍没解决》 后续

整修除异响还市民安静
9 月 9 日，本报报道了一则关
于玉城建设路窨井盖噪音扰民的
新闻，市排水管理有限公司非常
重视，次日便联系到记者表示已
着手开始整修。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建设

路发现，路中央身穿反光背心
的工人正围着窨井盖施工，其
中两名工人用铁棍合力抬起窨
井盖，对窨井盖底座的金属边
进行擦拭，然后涂上胶水垫上
胶圈，最后把窨井盖还原。经
过一系列施工操作，施工人员
还专门在路边进行观察，直到
多辆汽车经过，井盖不再有异
响才算完成任务。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对建

设路上的窨井进行排污清理，井
盖移动多次后，容易造成垫片脱
胶，再加上没有及时处理，因此
留下了这个隐患。”市排水管理有
限公司排水工程科副科长盛章峰
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们备好材料
抓紧施工，大部分窨井盖都整改
到位。
对于窨井盖松动给沿街市民
带来噪音的情况，盛章峰表达歉
意后还做出了承诺：“下一步我们

将加大辖区范围内的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问题并整改。
”
对整改后变安静了的窨井
盖，周边市民都表示满意。“现在
终于装好了，过往车辆压到井盖
也不吵了，这种感觉真好！”沿街
店铺一店主陈女士说。市民潘先
生对整改后的窨井盖做了亲身测
试后说道：“终于处理好了，我们
住在附近也更安静。
”
华菲

交警专项整治电动车
本报讯 近期电动车加装遮
雨棚、遮阳伞的情况有所反弹。
9 月 14 日下午，大麦屿交警中队
在辖区范围内对电动车非法加装
遮雨棚、遮阳伞进行了专项整
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当天下午 4 时 10 分，家住大
麦屿的周先生因加装遮阳伞被交
警现场查处、扣车。突然天降倾
盆大雨，交警冒雨在街头把扣下
的电动车安置好，就在屋檐下躲
雨的间隙，该中队副中队长林杰
便给周先生上起了一节交通安全
课。
“遮阳伞安装起来不安全，
容易刮到别人，还有一个风大一
点会掀翻，也有安全隐患。”林
杰说道。
“我平时几乎都不安装遮阳
伞的，因为出门前看样子要下
雨，就把遮阳伞拿出来用了 。”
周先生连忙解释道。
“其实，安装遮阳伞的危害
不仅仅在于伞，伞架也是一把

9 月 12 日下午，在龙溪镇龙文化
国学馆，30 多名小朋友在公益国学馆
老师、党员志愿者的辅导下，学习制
作古诗词手工贴画，从中品味国学文
化。
詹智 摄

党群志愿者结对帮扶低收入农户
详细了解低收入农户致贫原因。
经过前期排摸，芦浦镇收集了一
些低收入农户的微心愿，并与浙
江洪福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进行微心愿认领。
漩门村的金决正老人是一名

低保户，膝下无儿女，因肢体残
疾，日常出行只能依靠轮椅。而
原来的轮椅因使用时间久，已破
旧的无法推动。结对帮扶的干部
了解到老人的微心愿后，第一时
间进行了帮扶，还为老人测量血

压，送上保健品，老人很是高
兴。
据统计，目前芦浦镇收集低
收入农户微心愿 26 个，已帮助 17
位农户实现微心愿。
（林慧）

市人民法院利用微信曝光失信被执行人

家人碍于颜面垫付案件执行款
本报讯 “赵警官，我在朋友
圈看到你们曝光了我妹妹，我很
想知道是什么情况……”电话那
头的声音有些急切。
近日，市人民法院通过微信
公众号曝光了一批失信被执行
人，其中 1 名被执行人陈某的哥
哥在曝光的第二天便联系到该案
的执行员小赵。了解案情后，他
替妹妹履行了该案执行款 3000 余
元。

去年，陈某醉酒驾驶二轮电
动车追尾张某驾驶的小型汽车，
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交警认
定陈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张某投保的保险公
司向汽车修理厂支付了车辆修理
费 3000 余元。之后，该保险公司
诉至市人民法院，要求陈某支付
其垫付的车辆修理费及相应利
息，法院判决陈某于判决生效后 7
日内支付该笔费用。

家组成。
在义诊现场，专家们详细询
问前来就诊群众的身体状况，认
真为每一位病人诊断，对症下
药，提出合理治疗方案，并热心
讲解相关疾病的预防知识。
此次活动共接受义诊及健康
咨询 300 余人次，免费测量血压
及 B 超 200 余人。专家们精湛的
医术和细致的诊疗服务得到了群
众的一致好评。
（胡存超）

加装遮雨棚遮阳伞有所抬头

制作贴画品味国学文化

本报讯 近日，芦浦镇组织党
群志愿者为漩门村低收入农户金
决正送去一套轮椅，解决他出行
不便的问题。
自开展结对帮扶工作以来，
芦浦镇党群志愿者每到一家，都

本报讯 经沙门镇乡贤联谊
会牵线搭桥，9 月 12 日上午，由
市政协医疗组专家组成的团队来
到沙门镇卫生院，为当地群众开
展“送医下乡”惠民义诊。
参加义诊的专家由中医科专
家沈仕伟、神经内科专家潘公
华、消化内科专家季国增、普外
科专家缪金透、骨科专家景周、
口腔科专家曾志平、妇产科专家
施春晖、B 超专家朱金凤等具有
丰富临床经验的市政协医疗组专

然而，陈某却仿佛人间蒸发
般再也联系不上，7 天时限很快就
到了，该保险公司只能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随后，法院依法向
陈某发送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
告令，但该案的执行员小赵拨打
陈某的电话时却始终是“无人接
听”。
考虑到该案被执行人年纪较
轻、执行标的不大，市人民法院
便利用微信曝光进行尝试，于是

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据了解，近年来市人民法院
不断拓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曝光
渠道，陆续通过报纸、电视、广
场大屏幕、微信、微博、抖音等
平台发布被执行人曝光信息逾万
条，向失信被执行人施以压力，
起到了较好的失信惩戒作用。同
时，曝光台也帮助不少被执行人
重拾诚信，开启了新生活。
（吴月媛）

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凶器’，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急刹
车，人往前冲时伞架就会扎到
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听
完林杰的一番教育，周先生决定
再也不加装遮阳伞、遮雨棚，并
连称会提醒身边的人。
据统计，当天的专项整治共
查处违规电动车 28 辆，教育电动
车骑行人 56 名。
交警再次提醒电动车骑行
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请不要在电动车上加装任何形
式、任何规格的遮雨棚、遮阳
伞，特别是已经加装的朋友，请
自觉拆除。
（徐红漫 陈晶晶）

只偷零食不偷钱

再有“原则”也是盗窃
本报讯 租住在大麦屿街道
龙山南路的张女士最近发现家里
总是三天两头少东西，不是少几
个鸡蛋，就是少几个土豆，但是
现金等贵重物品却都还在。日
前，张女士联合当地派出所抓获
了这个只偷吃东西的贼。
为查明真相，弄清这一蹊跷
事，事发前夕，张女士在房间
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就在
安装摄像头的当天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张女士查看手机里的
监控画面吓了一跳：一名只穿
条破旧短裤的男子蹑手蹑脚地
走进了她的房间，径直来到电
饭煲前，看到什么就吃什么，
还翻了翻张女士放零食的纸
箱！于是，张女士赶紧向大麦
屿派出所报案。
经过派出所调查，该男子田
某 6 月从福州来到我市，租住在
张女士楼下，因手臂受过伤留下

后遗症无法上班，没有经济来
源。事发当天，田某偶然发现楼
上张女士的房间没有上锁，便潜
入房间偷吃鸡蛋、西红柿、辣条
等食物。
对于为何没有盗窃现金等
贵重物品，田某交代，自己是
个有“原则”的人，因生活所
迫，只是想偷些吃的填饱肚子
过日子。
不过，警方表示，无论偷窃
多少，这一行为都已构成盗窃。
而“心大”的张女士因门锁损坏
也一直没有更换，直到心爱的零
食频繁被偷才想起报警。所幸，
张女士人身及财产安全没有受到
损害。
目前，鉴于田某盗窃物品金
额较小，且悔改态度较好，得到
张女士谅解后，公安机关对他进
行批评教育后释放。
（陈倩薇 陈慧明）

停电预告

为增强全民防空意识，使广大民众熟知防空警报信号，根据 《浙江省防空防灾警报试鸣制

编号:20200905

度》 等有关规定，定于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至 10 时 23 分进行防空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一、警报试鸣范围

因计划检修，以下线路停电：

台州市区、临海、温岭、玉环、天台、仙居、三门城区及有关乡(镇)。

9 月 27 日 8:00-16:00 中技 Y669 线玉环市玉环经济开发区漩门工业区、玉环腾捷机械厂、

二、警报试鸣信号
1. 预先警报信号 （10: 00-10:03）：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 3 分钟;
2. 空袭警报信号 （10: 10-10:13）：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时间 3 分钟;
3. 解除警报信号 （10: 20-10: 23）：连续鸣响，时间 3 分钟。

玉环市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浙江陆通物流有限公司、玉环时跃机械厂、玉环亚亨机械有限公
司一带用户；
9 月 28 日 7:00-17:00 海鹰 478 线玉环市玉城街道金港村海边片、玉城街道下段村村民委员

三、有关要求
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会、玉环市浙东物资有限公司一带用户；
9 月 28 日 8:00-12:00 双环 182 线玉环市玉城街道青峰村 （原小岙村） 周边用户。

秩序。
特此通告!

台州市人民政府

国网浙江玉环市供电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