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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高质
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
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提升
督察效能，切实解决群众
周边环境问题。根据省委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要求，现将开通省委生态

环境保护专项督察信访举
报事项公告如下：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专
项 督 察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
0571-28193535；

受理举报时间：2022
年 8月 1日—8月 19日的工
作日 8：30—12：00，14：
30—18：00。

关于开通省委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督察信访举报的公告

水稻收割无地晾晒
学校借出空地帮忙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咨询：我是清
港镇礁西村村民，50亩水
稻马上就要收割了，但家
中 没 有 空 地 用 于 晾 晒 稻
谷，现咨询清港镇中心小
学的广场是否可以借用，
用于稻谷晾晒。

市教育局回复：接到
咨询后，我局立即联系校
方。经校方与村民商量，
划出新教学楼前空地借予
村民晒谷，并叮嘱进入校
园人员要做好防疫工作。
当天下午，村民就运进两
卡车谷子，晒于学校空地。

银行卡余额无法取出
拨打热线寻求帮助
一位女士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我在浙
江玉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坎门支行(海港路
支行)曾办理过一张银行
卡，现银行卡内还有 2000
元 左 右 余 额 ， 但 无 法 取
出，寻求帮助。

玉环农商银行回复：
接到投诉后，工作人员立
即进行调查核实。经调
查，发现因客户账户久未
操作转为睡眠户，现已解
冻，并电联客户告知。目

前客户已经将卡内余额取
出。

车辆办理解押
咨询携带材料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咨询：近期，
要前往玉环方林汽车城内
的市交警大队车管所新城
分所办理车辆解押，现咨
询需要携带哪些材料。

市公安局回复：经查
询，该户车辆抵押在平安
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办理解除抵押业务，需携
带营业执照原件或该抵押
公司出具的复印件等同原
件情况说明，才可办理解
除抵押。

村民家中突然停电
工作人员帮其解决
一位男士拨打12345便

民服务热线反映：我是大
麦屿街道小麦屿村居民，
家中突然停电，周边邻居
用电正常，要求处理。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玉环市供电公司回
复：接到投诉后，我局工
作人员立刻前往现场进行
调查核实。经调查，发现
因来电人家中电表开关故
障导致停电，工作人员协
助来电人更换开关，现已
恢复正常用电。

本报讯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
应用，原本露天作业的一些工种转
移到了室内，避免了高温“烧烤”。
眼下正值三伏天，在位于坎门街道
东头山山顶的玉环国家基本气象观
测站，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8月 3日上午，玉环国家基本气
象观测站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记
录风、雨、温度、湿度等观测数据。

在该站的观测场，由采集器、

传感器、供电设施和通讯设施组成
的自动观测系统实时监测着包括风
速、气温、气压等十余种气象要
素，并源源不断传输到后台，最终
经过自动读取计算，形成真实可靠
的气象数据。

“在办公室就可以监测到所有数
据，轻松很多，和以前的工作环境
差别很大。”玉环国家基本气象观测
站助工陈建顺说。

该气象观测站建成于 1956 年，
是玉环第一座气象站。投用几十年
来，观测人员必须全天候值守，至
少隔一小时要到户外采集气象数
据，在高温三伏天，顶着烈日工作
是家常便饭。“夏天特别难受，每天
都大汗淋漓。”玉环国家基本气象观
测站负责人王建军回忆。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
用，气象观测也向着自动化、无人

化迈进，玉环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
也顺应潮流，进行设备改造，最终
建成了自动气象观测站，室外观测
已成历史。

“现在的观测密度非常高，一分
钟一次，以前我们人工只能做到一
个小时一次。”王建军说。

目前，包括玉环国家基本气象
观测站在内，我市 36座各类气象站
均实现自动观测。 （龚松）

数据观测从室外走向室内

气象观测人员不用再受高温“烤”验

近日，干江镇“十字”
大河东方河岸两侧，艳丽的
夹竹桃花在绿叶衬托下显得
婀娜多姿，与保洁船构成一
幅美丽画卷。

近年来，秉承“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我市积极推行河 （库）
长制，常态化开展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河湖水域
岸线管理保护等工作，营造
出水净、岸美、河畅、人和
的新景象。

吴达夫 摄

锦绣河道美如画锦绣河道美如画

本报讯 昨天是中国民间传统
节日“七夕”，也被称为中国的

“情人节”。每年的七夕节，都有不
少的市民选择以订购鲜花、购买巧
人酥等方式，向自己心爱的人表达
爱意。

七夕节的一大早，“红太阳”花
行老板娘周桂芳就忙碌起来了，店
内一束束娇艳的红玫瑰、粉玫瑰、
蓝玫瑰被摆放在显眼位置，前来购
买花束的顾客络绎不绝，周桂芳一
边忙着修剪花枝、包装，一边招呼
顾客。

空暇间，周桂芳告诉记者，前

几周开始，花店就开始接受七夕花
束预定，有通过微信预定的，也有
美团订单，“七夕”店内生意比往常
翻了好几倍，预订的就有上百束，
最近几天基本都要通宵准备花束。
为迎接这一鲜花畅销的“好日子”，
她做足了准备，恰逢开业 30周年，
该花店也推出“七夕”买一送一活
动，吸引顾客前来购买。

市民贺先生正在花店仔细挑选
花束，最后购买了一束红玫瑰、一
束粉玫瑰。他说：“‘七夕’节，买
一束送老婆，一束送女儿，生活还
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

在玉环，每年农历七月初七，
也有长辈送晚辈“巧人酥”的习
俗，寓意“乞巧”。当天，记者走访
我市多家食品和蛋糕店发现，糕点
师傅们在烘焙蛋糕、酥饼、面包
时，都不会忘了制作一款富有玉环
地方特色的巧人酥。只见他们揉搓
手里的面团，夹入馅料，依次放入
烤箱进行烤制，短短几十分钟后，
拿出来的是香气扑鼻、酥脆软嫩的
成品。

在玉环中心菜场附近的小伟食
品店内，不少顾客围着店面，等待
店家打包巧人酥。“这是玉环的习俗

嘛，我也刚好买完菜，过来买一点
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尝尝。”市民应女
士说。

应女士前脚刚走，一位阿婆又
上来买了半公斤。“她这家店开了20
多年了，巧人酥好吃，我买回去送
外孙女的。”阿婆边付钱边说。

“我们凌晨 3点就起来做了，大
概做了上千个，目前已经全部卖完
了。每年这个时候巧人酥都很畅
销，有芝麻白糖、豆沙、蛋黄以及
带点咸口味的五仁。”小伟食品店老
板娘王女士介绍。

（吕琼雅 李钰婷）

“浪漫经济”持续升温
鲜花、巧人酥等成七夕爆款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8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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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狐32

08:15决战江桥01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50决战江桥02

10:40决战江桥03

11:30全民运动汇

12:00玉见

12:20玉环新闻

12:45玉环话散

13:15跨过鸭绿江25

14:15跨过鸭绿江26

15:15跨过鸭绿江27

16:15跨过鸭绿江28

17:00达达剧场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伟大的转折13

18:20伟大的转折14

19:10玉见

19:30全民运动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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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21:10跨过鸭绿江25

21:56跨过鸭绿江26

22:40跨过鸭绿江27

23:30跨过鸭绿江28

00:20潮涌东方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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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0达达剧场

11:00全民运动汇

11:30玉见

12:00玉环新闻

12:25玉环话散

12:45潮涌东方

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季1

13:35海湾影院

15:20玉环新闻

15:45玉环话散

16:10全民运动汇

16:45生活视觉79

17:05玉见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十二生肖总动员27-29

18:30阳光少年42

19:00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19:56玉环话散

20:10榴岛聚焦

20:20玉见

20:30纪录片金城兰州第一

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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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预报海洋预报
市海洋预报台昨天15时发布

坎门中心渔港

涨潮07点18分、19点44分
落潮01点09分、13点42分

大麦屿港

涨潮07点44分、20点01分
落潮01点33分、13点58分

沿海各海区

玉环东部沿海海浪1.2米
水温29.6℃

大鹿岛景区

涨潮07点16分、19点54分
落潮01点08分、13点50分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22年浙江
省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应
急演练在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举
行。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在浙江玉环漩
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陆生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区域内，一起陆生野生动物
异常死亡事件的发现、报告、调查、
取样送检，以及现场紧急处置的整个

过程。演练内容包括陆生野生动物日
常监测报告、取样送检和紧急现场控
制等3个方面。全省国家级、省级监
测站及各级林业主管部门100余人现
场观摩。

“从监测环节到采样送检环节做
得都比较规范，这次由兽医所工作人
员执行采样，做到了标准化处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林资源与自然
保护地管理科科长李元春说，“接下
来我们把整个流程做成一个教学视
频，可以给全省的同行做一个借鉴。”

据了解，此次演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浙江
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规定

开展，进一步提高各级林业部门对
突发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事
件的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在
出现异常情况时，能够及早发现，
迅速响应，科学决策、妥善处理，
及时有效地预防、控制、处置陆生
野生动物突发疫源疫病，维护生态
安全和生物安全。（刘斌辉 辛慧）

省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应急演练在玉举行

本报讯 目前国内疫
情形势复杂，为防止发生
因人员流动、聚集引发疫
情传播，8月 3日晚，大麦
屿街道全体机关干部连夜
下沉到村 （社区） 一线，
以“查漏补缺、常抓不
懈”的态度，联合村社干
部、网格员和志愿者开展
新一轮“扫楼、扫街、扫
村、扫企”四扫专项行
动，对中高风险地区返玉
人员和其他重点人员等进
行全面地毯式排查，织好
覆盖街道“防疫网”，守牢
重点领域“防疫关”。

“请出示一下您的畅行
码……”“您最近有经过这
些中高风险地区么？”行动
中，街道干部联合村社干
部、党员和巾帼志愿者等

按村 （社区） 网格分组，
逐户逐人核查“二码”、查
询轨迹并进行登记，同时
也及时宣传相关防疫政
策，减少辖区群众的担心
和顾虑，并针对辖区内的
物流从业人员、专业市场
人员和货运司机等重点产
业及流动性较大的从业人
员开展点对点、人到人的
细致排查，确保应扫尽
扫，不漏一人。

大麦屿街道将持续发
扬攻坚克难的精神，确保
短时间内全面高效地完成
辖区 35个村（社区）人员
排查工作，做到思想不松
懈、措施不悬空、工作不
松劲，为辖区群众生命健
康提供坚强保障。

（茹冠钦）

大麦屿：

筑牢防控铁壁
“四扫”行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