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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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号
码 ： 1452544201——
1452544225，于 2020 年 10
月16日声明作废。

玉环市图书馆

遗失沿海小船检验证
书，编号：201431670857，
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声明作
废。

浙玉渡177
遗失浙江省法院执行、

调解款票据，票据代码：
44101， 票 据 号 码 ：
1600463984、 1600463050、
1600463400、 1600469074、
1600471273，于 2020年 4月
16日声明作废。

玉环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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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全市村（社区）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公平公正、依法有序进
行，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村民委员
会选举办法》《浙江省村经济合作
社组织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依
法严厉打击村（社区）组织换届中
的拉票贿选以及其他破坏选举秩序
等违纪违法行为，通告如下：

一、竞选人以获取选票为目
的，由本人、亲友直接或指使他人
用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手段，收买本
村选举人、其他竞选人、选举工作
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企图影响
选举人意愿的行为。有下列情形之
一，经调查属实的，均应认定为贿
选。在投票选举前查实拉票贿选

的，一律取消候选人（自荐人）资
格；已经当选的，宣布当选无效。
参与、帮助他人拉票贿选的，比照
为自己拉票贿选的行为给予相应处
理。

（一）向选举人赠送现金、购
物卡、存单、银行卡、会员卡、有
价证券、支付凭证、微信红包或实
物等进行拉票的（不论数额大小）；

（二）为选举人提供吃请、旅
游、休闲、健身、娱乐等消费活动
进行拉票的；

（三）以慰问、帮扶名义向选
举人变相赠送财物进行拉票的；

（四） 以提供交通费、住宿
费、误工费等名义，动员外出人员
回乡为其投票的；

（五） 为选举人缴纳各种保
险、水电费、电话费等费用进行拉
票的；

（六）以交保证金形式，许诺
当选后将保证金分发给选举人进行

拉票的；
（七） 以许诺当选后赞助村

（社区） 组织或群众团体活动经
费、免除村民债务、给予选举人其
他利益或好处等进行拉票的；

（八）以违反规定分发村集体
资产、用集体资金为选举人交纳各
种费用进行拉票的；

（九）向其他竞选人送钱送物
或给予某种利益，让其退出选举
的；

（十）以贿赂等手段诱使或收
买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中帮助游说
等舞弊活动的；

（十一）利用其他手段进行贿
选的。

二、行为人有下列破坏选举秩
序行为之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聚众
实施破坏选举秩序行为的，对首要

分子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以恐吓、伤害、毁坏财
产、破坏名誉等手段进行要挟，迫
使选民、候选人（自荐人）不能自
由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及选举工
作人员不能正常履行组织和管理职
责的；

（二） 以捏造事实、颠倒是
非、串联煽动、造谣惑众等手段，
影响选举正常进行的；

（三） 采用伪造选民证、选
票、选民名单、候选人（自荐人）
名单、代表资格审查报告等选举文
件，或者虚报选举票数、虚假委托
投票等方式破坏选举的；

（四）组织、雇佣、教唆社会
闲散人员等进入选举现场，起哄闹
事、无事生非，扰乱选举秩序的；

（五）在选举现场辱骂、围攻
选民、候选人（自荐人）或者工作

人员，以煽动闹事、冲击会场等方
式破坏正常选举秩序的；

（六）在选举现场抢夺、损毁
票箱或者选票，影响选举正常进行
的；

（七） 在选举过程中，以威
胁、欺骗、贿赂等手段破坏选举或
者妨碍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的；

（八）在选举过程中，利用宗
教、宗族、家族势力干扰、操纵、
破坏选举工作正常进行或者妨碍选
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九）其他破坏选举的行为。
对村（社区）组织换届中拉票

贿选以及其它破坏选举的违法行
为，各级各有关部门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涉嫌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党员干
部有贿选、受贿或者其他破坏选举
行为，构成违纪的，按照有关规
定，给予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中的拉

票贿选行为和其它破坏选举违纪违
法行为的打击，参照本通告执行。

监 督 电 话 ： 110； 12388；
0576-87231673。欢迎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对拉票贿选和其它破坏选举
行为进行举报。

特此通告。

中共玉环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玉环市监察委员会

中共玉环市委组织部
中共玉环市委政法委员会

玉环市人民法院
玉环市人民检察院

玉环市公安局
玉环市民政局

玉环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2020年10月12日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村（社区）组织换届中拉票贿选的通告

本报讯 10 号台风“海神”正
面袭击我市，我市电网遭受重创，
负荷减供 60%以上，用户失电率近
90%……昨天上午，我市举行大面积
停电事件应急演练，旨在以紧贴实
战的模式，提升全市大面积停电事
件风险防范意识和联合应对能力，
进一步探索建立统一高效的应急指
挥体系和机制，为平安玉环建设保
驾护航。

副市长蔡木贵参加演练。
演练模拟了迎峰度夏期间玉环

电网受超强台风正面袭击，多座变
电站进水、多条供电线路故障，最

终导致我市发生大面积停电事件。
事件发生后，我市迅速启动大面积
停电事件 I级应急响应，召开大面积
停电事件应急会商会议，各项应急
处置随即展开。

演练共设置了监测预警、应急
响应、应急结束3个阶段，设应急指
挥中心主会场和电网应急指挥分会
场，采取桌面推演与实战演练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全市各相关单位全
面展开应急处置行动，通过市第二
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应急供电支
援、主城区交通秩序疏导、无人机
夜间照明+高空救援处置、现场指挥

部搭设及电网抢修跨区域应急协调
联动、鸡山岛特殊用户供电支援、
舆情引导及新闻发布等 6个演练科
目，全方位检验了相关部门、供电
企业和重点企业的应急处置水平。

在经过1个多小时紧张有序的处
置后，演练成功完成。此次演练内
容丰富，市发改局、市应急管理局
等 10 多家单位参与，紧贴实战要
求，模拟了在应急预警和响应阶
段，大面积停电应急体系的运作流
程，展示了倒塔抢修、重要客户

“一户一案”，网络舆情处置等应急
保障全过程，整个演练运转有序，

达到了“完善机制、锻炼队伍、提
升能力”的目的。

作为演练的主要实施单位，国
网玉环市供电公司高度重视，事先
进行了多次预演预练，下阶段将以
演练促进应急管理水平，从源头上
化解重大电力安全生产风险，切实
提升电力应急管理安全水平；以演
练促进应急预案的健全，做好总结
提炼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以演练
促进应急队伍建设，进一步增强各
相关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从而为玉
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电力
保障。 （吴铭 陈维益）

紧贴实战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我市开展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公路
事务中心了解到，经过近3个月的紧
张施工，投资约300万元的我市国省
县道应急修复工程进入尾声。

当天上午，在漩栈线垟岭新村
段近一公里的道路上，记者看到在
挖掘机、水泥搅拌车等工程机械的
配合下，几名工人正忙着平铺路面
混凝土，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
景象。

据了解，县道漩栈线垟岭新村
路段修复工作自 10月 3日开始，目
前道路一侧的修复已经完成，另一
侧的工程也已完成大半。“这两天就
能完成浇筑，然后再经过一周左右
养护，到 10月 20日整个工程基本上
就能完工。”施工负责人林继表示。

在楚门镇老车站地段的县道泗
小路上，另一组道路应急修复小分
队也同样忙着浇筑工作，有人清扫

道路、有人用滚筒压平砂浆、有人
负责铲碎石……分工明确，井然有
序。该处施工面积约200平方米，前
期路面挖掘和混凝土浇筑仅用了三
四天，目前整个维修工程已经进入
扫尾阶段。

据介绍，为了确保公路通行安
全舒适，今年春夏之交，市公路事
务中心对全市总里程 226公里的国
道、省道和县道的路况展开全面巡

查，共查出漩栈线等8条公路存在问
题，包括“桥头跳”、路面破损沉降
等。随后，将上述情况进行分类，
安排专项资金开展维修。

“截至目前，应急工程已完成投
资额240万元左右，完成约80%的工
程量，预计这个月月底之前全面完
工。”市公路事务中心养护工程科科
长徐巍告诉记者。

（华菲）

我市国省县道应急修复工程进入尾声

本报讯 眼下，我市的农特产
商家厉兵秣马、蓄势待发，正在积
极备战“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力
求搭上电商“快车”，让文旦、海产
品的销售额再创新高。

“剥文旦的方法很简单，首先用
水果刀在文旦中间划一圈，然后用
手剥开就可以了。”10月 14日上午，
在“玉环纯果乐文旦果园”淘宝店
内，店主谢金云正在进行直播销
售。他手拿文旦、水果刀，耐心地

教直播间的粉丝们如何剥文旦。
作为我市文旦种销大户，近年

来，谢金云借着互联网的“东风”，
不断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让玉环文
旦卖得越来越火。仅去年“双十
一”当天就销售了近500箱文旦，销
售额达3万元。为了抓住今年“双十
一”的销售黄金期，谢金云提前做
好线上线下备战各项工作。

记者了解到，为了备战“双十
一”，谢金云在淘宝、京东、拼多多

等电商平台，通过打标签、满减、
送红包等活动进行前期线上预热，
想方设法吸引更多顾客；线下则扩
大了仓库场地，增加了配货人员，
备齐备足货源，争取在“双十一”
当天突破1000箱。

与此同时，台州吉岛食品有限
公司也正在积极筹备，打算依托淘
宝、微信、快手、抖音等网络平
台，在“双十一”期间将我市的特
色海产品热卖到全国各地。

该公司总经理朱昆进告诉记
者，去年“双十一”他们的鱼干就
爆单了，电话接到手软，当天销售
额达 10 万元，当月销售额超 50 万
元。今年的“双十一”自然不能错
过，他们将新推出海鲜+干货组合套
餐、特价商品拼团购等，价格要比
平时优惠 20％以上，以此吸引更多
的客商，让我市的特色鱼味飘到千
家万户。

（倪孔法 屠丽娜）

我市部分商家积极备战“双十一”

近日，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邀请浙江省海
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研究员肖国强、台州市水产技术
推广总站站长陈岩雄等几位专家，为我市几家特色
水产养殖企业把脉问诊，出谋划策，提升养殖户的
技术水平，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倪建军摄

专家助力我市特色水产养殖专家助力我市特色水产养殖

本报讯 10 月 14 日，
玉城街道在村党组织负责
人、党务工作者和驻联村
干部两个层面召开村级组
织换届业务培训会，着力
提升换届工作整体水平。

培训会从“把握选举
步骤时间”“把握选举方
式环节”“把握‘两推一
选’环节”等关键环节入
手，就换届选举工作中要
特别注意的问题进行重点
说明。

会议强调，要做好学
思结合，强化基础补课，
深化落实各级工作指示精
神，抓住关键问题，深入
基层做好攻坚。要做好舆
论引导，持续深入开展宣
传，更加注重宣传方式和
技巧，进一步凝聚共识。
同时要指导各村 （社区）
谋划好今后五年发展规
划，以美好愿景和工作实
效促凝聚，助力村级组织

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占瑞军 许珊珊）
又讯 10 月 14 日晚，

芦浦镇在镇大会堂召开村
党组织换届业务培训会。
全体机关干部、各村农指
员、各村书记参加培训。

培训会邀请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施海云为大家授
课，他从疫情防控重要
性、防疫物资准备、应急
措施等方面为与会人员详
细讲解了村党组织换届期
间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会议强调了换届工作
中的注意事项和各项工作
的时间节点，并对村党组
织换届工作中的有关要求
作了详细解释。

下阶段，芦浦镇将继
续扎实、有序地抓好换届
各项工作，确保圆满完成
此次村级组织换届任务，
交出让组织和群众都满意
的换届高分答卷。（林慧）

开展换届业务培训
提升工作整体水平

本报讯 昨 天 上 午 ，
在市传媒中心 12楼正在进
行一场不一样的培训课。
课上，老师讲解着当前的
时事政治，学生们正全神
贯注记着笔记。据了解，
2020年玉环市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考试临
近，此次培训课是为参加
本次考试的考生提供帮助。

“此次事业单位公益培
训课程，目的是帮助玉环
当地考生，不出家门，就
可以学到相关的专业知
识，在接下来的面试培训
中，我们会继续与玉环传

媒保持长期的合作。”台州
华图教育卢老师说道。

“我觉得这次的培训课
比我之前听得都要好，老
师讲解得很到位，让我对
考试内容有了全新的认
识。”参加此次培训的学员
丁铖说道。

据悉，此次活动是由
市传媒中心联合华图教育
共同举办，属于助考公益
性培训，参加培训人员不
需要缴纳任何课程费用并
且可获得由华图教育玉环
办事处提供的备考资料。

（苏彬辉 屠丽娜）

市传媒中心联合华图教育

举办事业单位考试公益培训课

本报讯 10 月 15 日
起，玉环至黄岩客运中心
（台州站旁）班线增班。

市 客 运 中 心 发 班 时
间 ： 6:30、 11:00、 13:00、
15:40；楚门客运中心发班
时 间 ： 6:55、 11:25、 13:
25、16:05。黄岩 （台州站

旁，步行约 10分钟）回程
时 间 ： 8:20、 9:40、 13:
30、15:30。全程预计 2 小
时左右。

如有疑问，旅客可登
录玉汽集团官方微信查
询，或拨打玉汽客服电话
96035进行咨询。 （黄焰）

玉环至黄岩客运中心班线增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