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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自疫情防控以来，每
天登陆台州教育“健康码”平台
打卡已经成为家长生活中必做的
一件事，而每天都要认真地完成
打卡任务，也让家长们感到“痛
并快乐着”。11月 17日下午，台
州教育“健康码”平台发布最新
通知，在确保师生安全健康的前
提下，对学生“健康码”管理作

出优化调整。
通知指出，此次调整，将加

强师生健康管理系统每日动态监
测，取消家长每天健康打卡。学
生如有发烧、发热等症状，家长
需通过台州教育“健康码”小程
序如实进行异常登记上报。学生
如果前往省外地区，家长也需通
过小程序如实登记或直接向学校
报备。如果学生的教育“健康
码”因出现异常原因转为“黄
码”或“红码”，学生可根据前几
天的就读情况，在测温正常情况
下，戴好口罩先进校就读，之后
再按流程进行转码。

通知发出后第二天，市教育

局召开会议，对下阶段教育系统
常态化疫情防控进行再部署。

“秋冬季节是呼吸道传染病
易发的季节。在预防公共卫生方
面，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虽
然取消了健康打卡，但我们仍要
求各教育系统坚持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持续做好来访人员‘小
门’管控。针对近期的诺如病
毒，我们也要求严格落实卫生消
杀、通风、因病缺勤追踪，确保
科学防控。”市教育局安全监督管
理科负责人吴德章表示，他们将
强化安全教育，对学生开展分段
教学，进一步提高学生安全意识。

11月 19日上午，记者来到环

山小学状元桥校区，只见该校学
生进校园仍要通过刷校园卡、测
量体温等程序才能入校。而对于
外来人员，则需在校门口完成登
记、“健康码”绿码查验、体温检
测正常等手续后才能进入校园。

“虽然取消了家长的健康打
卡，但是我们校园内的常态化疫
情防控不会松懈。”环山小学状元
桥校区政教处安全员杨启苗说，
除了入校常态化检查外，他们每
日都会对教室、校园进行卫生消
杀、通风；同时要求老师和学生
家长都要持续关注孩子的每日健
康状况，如出现特定症状后要及
时上报。 （林俐）

台州取消教育“健康码”每天打卡

我市优化管理常态化防控

本报讯 笔者从市城建集团
获悉，截至目前，我市主城区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工程全面
完工，并全部通过初验。

据了解，主城区“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工程是我市“五水共
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于
去年 8月，分 4大片区 9个区块
实施，按照城区生活小区污水

“能分则分、难分必截”的原
则，采用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
升级建设完善的雨水、污水排水
管网。

今年以来，市城建集团按照
市委、市政府“两战两赢”总体

要求，努力推进主城区“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工程项目攻坚，使
之成为全市首批复工的公建项
目，并坚持抓安全、抓质量、抓
进度，在台州市“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双十百千”工程专项
工作实时进度评比中，连续 5个
月占据同类街道排名第一，最终
圆满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据统计，主城区“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工程累计投资2.16亿
元，共铺设改造管道 490公里，
辐射城区约 10平方公里，覆盖
88个住宅小区，惠及 3.2万户社
区居民。 （苏江利 赵蓉蓉）

市城建集团：

主城区“污水零直排区”
建设工程全面完工

本报讯 深秋时节，位于龙
溪镇邱岭村的正林堂中药材种
植合作社组织人员忙着采制食
用菊供应市场。

11月 17日，记者在现场看
到，采摘工人拎着篮子在菊花
园里采摘新鲜食用菊，经挑拣
后的菊花被整齐摆放在托盘上
送入烤箱烘制。“今年，我们种
有杭白菊、金丝菊和大黄菊，
共计5亩。采收后我们要对菊花

进行烘干包装，再销往市场。”
正林堂中药材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说，“在菊花还没开采时，就
有很多人打来电话预定。”

据了解，通过6年多的精心
种植，正林堂中药材种植合作
社经营效益良好，明年还将开
辟50—100亩的新场地，在扩大
种植规模的同时吸引市民前来
打卡拍照，实现经营效益最大
化。 （林俐）

食用菊采收上市

本报讯 近日，以清港惠民
小学召开学生家长会为契机，清
港交警中队给广大家长开展了交
通安全知识讲座。

讲座上，交警通报了近几年
来发生在玉环辖区内的重大交通
事故情况，为广大家长敲响了警
钟。同时，交警还运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家长讲解行人、非机
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
出行的注意细节，特别是在骑电
动车时一定要自觉佩戴好安全头
盔，做到各行其道。

“我觉得参加这次讲座对增
强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很有帮
助，自己也会加强对孩子交通安

全知识方面的教育，提醒孩子过
马路时，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
下，按照交通指示灯通行。”学
生家长陈先生说。

据了解，进学校开展交通安
全教育是提升市民遵章率和民警
执法权威的有效手段。今年以
来，我市交警部门持续以“校家
警”文明交通安全工作站为载
体，以“学生平安、家庭幸福”
为目标，大力推动交通安全宣传
进学校、进课堂、进家庭，努力
营造学校门前交通安全有序，学
生遵规守纪、文明出行，家长及
家庭成员自觉拒绝交通违法行为
的良好氛围。（徐红漫 范雯雪）

“校家警”联动

交通安全课广宣传

本报讯 11 月 18 日晚，以
“匠心传承 决胜小康”为主题的
2020玉环·路桥·黄岩非遗走
亲交流展演活动在黄岩区新前
街道西范村文化礼堂举办。

整场演出包含玉环鼓词、
路桥莲花、渔民号子、黄岩白
搭以及黄氏五支拳等多个精彩
节目。其中，玉环鼓词情景剧
《醒悟》 更是把晚会推向了高
潮，现场观众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
非遗走亲，走乐了百姓更

走活了文化。近几年来，我市
通过“送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组织最具地域特色的非遗
项目在路桥、黄岩两地开展非
遗走亲交流展演活动，不仅构
建了传承的桥梁，而且加强了
三地之间传统文化交流，推动
了三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发展。 （本报通讯员）

非遗走亲交流展演
推动三地文化繁荣

上好禁毒教育课共建“无毒校园”
近日，坎门街道禁毒社工为坎门朝阳小学60多名学生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禁毒教育课。
在坎门禁毒教育基地，禁毒社工化身讲解员，通过对中国禁毒历史、毒品危害、仿真样品

等方面的讲解展示，提高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共建“无毒校园”。 倪姗摄

本报讯 昨天，在玉城
长兴路，工人们在各自岗位
上铆足干劲，对人行道进行
施工改造，预计于本月底完
工。这段道路改造完工，将
标志着我市今年计划进行的
6 处道路渠化改造全面完
成。

据介绍，长兴路人行道
改造工作于 10 月初开始施
工，此次渠化主要是将主干
道向两侧各拓宽 25厘米，并
统一沿街店铺门口台阶外砖
的颜色和材质、拓宽供行人
行走的台阶，以保障行人出
行安全和交通顺畅。“该路段
车流量大，我们尽量避开高
峰期施工，目前进展顺利，
能够按期完工。”市城区修缮

改造工程长兴路段 （榴岛大
道以东） 人行道改造项目负
责人向成说。

据了解，经交警、住建
等部门前期排查、筛选，我
市从今年 5月开始陆续对珠
港大道与双港路交叉口、广
陵路与长康路交叉口、珠城
东路与榴岛大道交叉口、东
风大酒店前红绿灯路口、双
港路延伸段前塘垟村口、长
兴路段 （榴岛大道以东） 人
行道等 6处路段进行渠化改
造，截至目前已完成 5 处，
总投资超150万元。

广陵路与长康路交叉口
的道路渠化改造工作已于 10
月底完工，该路段的部分绿
化带被拆除，机动车道拓宽

了不少。“之前这条路上的绿
化带占地太大，机动车行驶
不便，非机动车也不好行
驶。现在改造后车辆行驶顺
畅，而且道路更为宽敞、美
观。”位于该交叉路口的一药
店店长蒋彬浩对道路渠化改
造点赞道。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道路渠化改造完成后，我市
现有道路基础建设将得到很
大改善，交管部门将对路口
的标识标线、交通设施进行
合理施划、投放，并根据车
辆、行人的实际通行情况调
整通行规则，制定出科学合
理的出行路线，着力推动城
区“治乱疏堵”工作。

（林怡彤）

6处小改动让通行更顺畅

今年城区道路渠化改造月底完成

本报讯 只接受电
子支付不接受现金支
付，这种行为在我市将
被集中整治。自今年11
月10日起，我市开展为
期 1个月的整治拒收人
民币现金专项活动，凡
存在拒收人民币现金行
为的，一经查实将依法
予以处罚。对于现金支
付和电子支付，我市情
况如何？市民有什么看
法？11 月 18 日，记者
进行了一番调查。

“ 以 前 去 菜 场 买
鱼、买肉，找回来的零
钱总有一股腥味，何况
又容易弄丢，电子支付
确实便捷了许多。不过
也有弊端，万一碰到手
机没电的情况就很麻
烦。”市民张女士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市 民 沈 女 士 则 表
示，她习惯使用现金支
付，电子支付既麻烦也
学不会。“我感觉现金
放在身边，我才安心。”

对 于 两 种 付 款 模
式，玉城县前路的一超
市店长杨圣也有着自己
的看法，他说：“这么
多年以来，电子支付虽
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
现金支付仍不可或缺，
尤其是老年群体中现金
支付的习惯和偏好仍广
泛存在，所以我们要求
店员对待不同支付模式
要一视同仁，不管是现
金还是微信、支付宝。”

小张是一奶茶店的
收银员，当天他共收取了5张100元纸币。他
说：“由于我们是奶茶店，消费群体以年轻人
居多，因此店内电子支付模式占 80%左右。
对于部分的现金支付，我们肯定也是无条件
接受的。”

随后，记者来到城关中心菜市场，发现
仍有不少市民使用现金购买蔬菜。市民吴荣
妫表示，她一直使用现金买东西，但自己在
某景点购票时碰到拒收现金的遭遇。

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 2018年 7月，中
国人民银行就发布公告，指出人民币是法定
货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出现以
上情况的，必须限期整改，整改期限届满后
仍然存在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由中国人民
银行分支机构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目前我市支付环境较好，各大商家均
支持多元化支付方式。”中国人民银行玉环市
支行副行长叶吉勇表示，他们将根据上级部
门统一部署，通过强宣传、促联动、细排
查、罚典型、提服务等一系列措施，保障我
市现金安全顺畅流通。

（吕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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