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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综合频道
07: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7:00新闻综合全天导视

07:01玉环新闻

07:25玉环话散

08:00海湾影院

阿拉丁与神灯

09:50行者

10:25悦系列

11:00全民运动汇155

11:30玉见

12:00玉环新闻

12:25玉环话散

12:45潮涌东方

纪录片生命时速08

13:35海湾影院

老喇叭新传

15:20 玉环新闻

15:45玉环话散

16:00光影纵横

16:45生活视觉50

17:05玉见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淘气猪多多第二季58-59

18:00 阳光少年27

18:30悦系列

19:00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19:55玉环话散

20:10榴岛聚焦

20:20玉见

20:30光影纵横

21:15玉环新闻

21:35玉环话散

21:50榴岛聚焦

22:00玉见

22:20海湾影院

延安游击队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月14日（星期五）

社会生活频道

07:0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7:00社会生活全天导视

07:02玉见

07:30陪你一起长大40

08:15陪你一起长大41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50陪你一起长大42

10:40陪你一起长大43

11:30时间剪史

12:00玉见

12:20行者

13:00玉环新闻

13:25玉环话散

13:55毛泽东28

14:40毛泽东29

15:25毛泽东30

16:20《达达剧场》

17:00全民运动汇155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焦裕禄18

18:20焦裕禄19

19:10玉见

19:30悦系列

20:00玉环新闻

20:25玉环话散

20:40榴岛聚焦

20:50致富故事汇50

21:10毛泽东28

21:55毛泽东29

22:40毛泽东30

23:20潮涌东方

纪录片生命时速08

本报讯 包饺子、拍合照、送
礼包……1月12日下午，位于玉环机
电产业功能区的亿工场跨境电商产
业园餐厅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为
了倡议园内企业员工留玉过大年，
提前感受第二家乡的温暖和年味，
也为了感谢留玉员工的支持与付
出，市妇联主办、玉城街道妇联承
办了“把爱带回家，留玉过大年”
暖冬活动。

在活动现场，志愿者详细介绍

了“我在玉环过大年”系列政策，
并为企业员工送上装有围巾、手套
等留玉大礼包。随后，志愿者组织
了60余名企业员工一起合照，并在食
堂包起了饺子。和面、和馅、擀饺子
皮、包饺子，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来自山东的曹庆媛是一名新玉
环人，去年就没有回家，今年准备
继续留玉过年。“现在通讯方便了，
通过视频也能和家人‘团聚’，这里
过年也有家的温暖。”她说。

“我老家是江西的，来玉环有10
多年了，这里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
加上留玉政策这么好，留下来一样能
过个好年。”企业员工张艳群说。

食堂里热火朝天，园区企业办
公区也热闹非凡。“这是送给你的留
玉大礼包，今年要留下来过年呀。”
当天，志愿者们将留玉大礼包送到
了园区企业每一位员工手中，并宣
传留玉政策，“不仅能获得企业提供
的优惠政策，还能获得政府给予的

过年大礼包。”一名志愿者说。
通过这次活动，不少员工纷纷

感受到了爱和温暖，决定留在玉环
过年，好好感受这里的年味。

“下阶段，我们也会继续发挥好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优
势，组织开展留玉儿童关爱、新就
业群体关怀等活动，倡议更多人留
玉过年，把温暖和爱送进千家万
户。”玉城街道妇联主席张丽说。

（吕琼雅 姚守约 许珊珊）

谢谢不回家的你，一起留玉过大年
政府企业多举措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玉过年

本报讯 “今年政府出台了很多
留玉过年政策，希望外来党支部能
和我们一起宣传，倡导新玉环人安
心、快乐留在玉环过年！”1月 12日
上午，坎门街道召集辖区内 8个外
来党支部负责人召开了“我在玉环
过大年”工作座谈会，借用“老乡
喊话老乡”的方式，希望让更多在
坎门务工的新玉环人能一起留玉过
大年。

“为了老乡们的身体健康，我们
希望他们能留在玉环过年。”坎门街
道外来流动党员服务中心党总支直

属支部书记张国英说。开完工作座
谈会后，她马不停蹄地走访企业，
倡导更多老乡留玉过年。

当天下午，在玉环江宏机械有
限公司，张国英为企业外来员工仔
细讲解了留玉政策，并一一解答了
他们的疑问。

春节临近，该企业还为每位留
玉员工准备了年货大礼包。“目前，
初步方案是鼓励那些老家无疫情风
险的员工把家人接到玉环过年，我
们会为他们报销车费、住宿费等；
针对留玉的外来员工，还有现金等

补贴。”玉环江宏机械有限公司人事
行政部负责人陈梁琴介绍。

凌有凤是该企业的一名员工，
来自安徽池州的她已经4年没有回家
了，“原本是打算回去的，但公司说
可以接家人来玉环过年，还能报销
费用，我决定把家人接过来，一起
在玉环过年。”

随后，坎门街道外来流动党员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来到四川内江商
会企业，通过用乡音宣传的方式，
倡导老乡们留玉过年。

来自江西赣州的员工何起华一

两年没有回家了，“考虑到孩子在这
里上学，我们还是决定留在玉环过
年，减少风险；而且玉环的政策也
不错，放假期间可以带小孩去周边
玩玩。”

“我们会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的
号召，用乡音宣传来鼓励更多的老
乡留在玉环。同时，在春节假期，
我们也会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动，
走访慰问老乡，让所有老乡都能在
玉环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张国
英说。

（林俐 董伯志 潘瑶强）

接家人来玉 领现金补贴
坎门街道“老乡喊话老乡”一起留玉过年

本报讯“来店顾客的台账登记
了吗？有没有亮码、测温？”1月 12
日上午，大麦屿街道工作人员走街
串巷，深入辖区超市、健身房、沿
街店铺等地，实地查看各场所体温
检测、亮码检查、口罩佩戴、员工
健康监测等防疫工作，并发放“健
康码、行程卡查验处置流程图”，
要求各场所管理人员及时张贴，通
过守住“小门”保障市民安全。

为抓紧抓实辖区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进一步落实“十进小门”

相关管控规定，近日，大麦屿街道
启用“3+1+1”“十进小门”防控体
系，即通过“路段、场所、网格3块
内容+1组专项督查组+1套责任倒查
机制”，制定 《机关干部“十进小
门”管控分工表》，明确机关干部具
体防疫职责，街道内机关干部具体
负责各自路段“小门”管控，行业
站所和相关科室按照各自职责负责
具体行业管控，村、社区按属地原
则管理各自网格，形成防疫责任包
干区。

与此同时，由街道综治办工作
人员组成的专项督查组也同步开展
行动，专门负责督查机关工作人员
对应区域防疫工作落实情况。

“每天抽取 10-20家场所进行检
查，随后通过工作群进行反馈，措
施不到位的，通知相关负责人及时
整改。”大麦屿街道基层综合治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郭雨欣说。

“自 1月 11日起，我们要求机关
干部加班加点对各自责任路段的

‘小门’进行检查，并适时推广‘玉

环畅行码’，综合运用智能管控手
段。”大麦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陈剑
峰说，街道将结合每周通报、集中
约谈等手段，压实责任，全力守住

“十进小门”，把牢防控安全线。
（苏彬辉 刘斌辉 王超）

大麦屿街道启用“3+1+1”防控体系

全区域精准防控筑牢安全防线

足球场关闭
咨询其原因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咨询：我想进
入经济开发区市委党校正
大 门 口 处 的 足 球 场 内 运
动 ， 但 足 球 场 不 对 外 开
放，想了解下原因。

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回复：足球场自建设完毕
大部分时间采用的是预约
制。2020年3月至2021年6
月采用开放制，我区发现
部分市民不爱惜足球场地
造成足球场场地草坪、球
门及围栏等重点区域损坏
严重。目前已恢复预约制
度，但要求 14人以上才可
以预约，我区在足球场已
经悬挂预约电话和入场须
知，星期六、日均可开放
足球场。

交警交通管制
考生畅通道路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1月 6日
至 1 月 8 日是学考选考时
间，振兴路坎门中学至坎
门 一 中 路 段 道 路 经 常 拥
堵，影响学生考试，建议
相关部门做好道路监管。

市公安局回复：坎门
交警中队已联系你了解情
况后，并安排民警在该路
段执勤，确保学生安全准
时到达。

咨询停车场收费标准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咨询：玉城街
道城中路和广陵南路处机
动车道两侧的划线停车位
附近，没有收费标志和管
理人员，但停车会产生费
用，询问收费的具体标准。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回
复：城中路设有三个告示

牌 分 别 在 车 位 05010、
05095、05141 旁，广陵南
路设有 1个告示牌在 14018
车位旁，有详细的停车收
费说明。

智能泊车收费标准：
一类路段收费时间7:00-18:
30，停车时间不超过 30分
钟的免收停车费，不足半
小时的按照半小时计算；
停车时间第 1小时内收费 2
元/半小时，第 2小时 4元/
小时，第 2 小时后 6 元/小
时；二类路段收费时间 7:
00-18:30，停车时间不超
过 30 分钟的免收停车费，
不足半小时的按照半小时
计算；停车时间第1小时内
收费 1 元/半小时，第 2 小
时 3元/小时，第 2小时后 4
元/小时；三类路段收费时
间8:00-18:00，停车时间不
超过 30 分钟的免收停车
费，不足半小时的按照半
小时计算；停车时间第1小
时内收费1元/半小时，第2
小时 2 元/小时，第 2 小时
后3元/小时。

井盖有破损
立即作处理

一位女士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沙门镇
银涛路市双环传动股份有
限公司西门向南 100 米左
右 ， 该 处 圆 形 窨 井 盖 损
坏，无警告牌，存在安全
隐患，影响市民出行，要
求处理。

沙门镇人民政府回
复：接到投诉后，滨港工
业城管委会工作人员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发现“双
环传动”公司西门向南100
米左右银涛路上的窨井盖
破损。工作人员立即在窨
井周围放置警示标志，现
已将破损的井盖换成新的
窨井盖。

春节临近，为提升突发事件
应急能力，1月 12日干江镇邀请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给各村相关人员
作应急救护技能培训。工作人员现
场演示了正确的心肺按压和人工呼
吸方式，提升了学员紧急救护的能
力。

张红 摄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本报讯 “谢谢叔叔
阿姨送给我的绘本，我太
开心了！”近日，楚门镇一
处隔离点内，小朋友们收
到了楚门镇妇联赠送的绘
本、作文书、故事书等儿
童书籍。

近日，楚门镇妇联、
团委主动对接楚门集中隔
离点相关工作人员，得知
隔离点有24名14岁以下的
孩子，其中 1-7岁的孩子
有 13名，这些孩子们只能
待在房间里，不能外出，
很多孩子感到烦躁，经常
哭闹。

镇妇联、团委了解后

联系爱心人士，收到了热
心公益的巾帼志愿者黄彬
倩捐赠的 71 本儿童书籍，
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
爱心书籍送到了隔离点，
并由防疫人员送到每名儿
童的房间里，缓解了孩子
和家长们隔离期间的情
绪。

黄彬倩表示，孩子
们在隔离时会感到枯燥，
送一些书籍，可以为孩子
们单调的隔离生活增添乐
趣，也帮助其在隔离期间
丰富精神生活，减轻孩子
父母的负担。

（陈瑶）

楚门：

爱心绘本送上门
隔离儿童添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