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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9月2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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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岛先锋上

07:30像我们这样奋斗26

08:15像我们这样奋斗27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35像我们这样奋斗28

10:20像我们这样奋斗29

11:30全民运动汇

12:00榴岛先锋上

12:20玉环新闻

12:46玉环话散

13:15守护人17

14:15守护人18

15:15守护人19

16:15守护人20

17:00达达剧场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亮剑21

18:20亮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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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视觉86

21:10守护人17

21:56守护人18

22:40守护人19

23:30守护人20

00:20潮涌东方

纪录片青年强中国强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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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岛先锋上

12:00玉环新闻

12:25玉环话散

12:46潮涌东方

纪录片青年强中国强01

13:35海湾影院

15:20 玉环新闻

15:46玉环话散

16:10全民运动汇

16:46每周文娱86

17:05榴岛先锋上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虫虫闹翻天90-94

19:00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19:56玉环话散

20:20玉见

20:30纪录片青年强中国强

01

21:15玉环新闻

21:35玉环话散

22:00玉见

22:10海湾影院

遗失声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 政 执 法 证 ， 编 号 ：
11100699190，于 2022 年 9
月22日声明作废。

曹根斌

遗失 2015 年 3 月 5 日
由玉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 号 ： 331021630069602，
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声明作
废。
玉环县上青塘小芳农家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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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点48分，12点50分
落潮06点33分，19点20分

大麦屿港

涨潮01点01分，13点10分
落潮06点44分，19点32分

沿海各海区

玉环东部沿海海浪1.3米
水温26.8℃

大鹿岛景区

涨潮00点26分，12点38分
落潮06点30分，19点12分

本报讯 今天，漩门大坝启动
撤坝仪式。

从 9月 19日漩门大坝封道至 9
月22日前的这几天，漩门大坝成了
我市人气最高的“网红打卡地”，
迎来了它45年生命中的又一次“高
光时刻”。

9月 19日封道首日，市民扶老
携幼，来到月环桥上与大坝合影留
念。下午 5时许，林清怡就带着外
婆周珠妹来到月环桥，两个人在桥
上走走停停，看看拍拍。

周珠妹今年 88 岁，家住漩门
村。大坝建成前，她要去楚门，只
能到芦浦镇道头村坐小船，湍急的
水流令她至今难忘。“漩涡旋下去

很深，被漩涡缠住就完了。”周珠
妹说，这种凶险的情况直到漩门大
坝建成才结束。

市民钟健当天也带着一家人从
玉城赶到漩门大坝打卡留念。“大
坝要拆了，我带孩子来跟他说说大
坝的历史，让他了解一下，顺便再
留个影。”钟健说。

与普通的打卡市民不同，市民
陈再宝从去年开始就开始记录这片
区域的变化，用无人机拍了 10多
次。从上学到上班，漩门大坝一直
是他的必经之路。平时路过这里，
只要有空他就会找个角落停车，升
起无人机拍一圈。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大坝的建
成，但我想记录大坝的拆除。”陈
再宝告诉记者，这几天，到月环桥
上看大坝的人明显增多，大家都跟
他一样在关注身边的变化，在记录
重要的历史节点。

夜幕降临后，月环桥上凉风习
习，来看大坝的人越来越多。

“这张照片是大坝合龙了。”

“合龙了，人们都在庆祝啊。”“是
啊，庆祝。”……今年 75岁的梁金
法是龙溪人，就住在大坝边上，对
漩门这一带再熟悉不过。当晚，他
和几个村民一起来到月环桥上，村
里人非常应景地在本村的微信群里
发出了漩门大坝的老照片，大家看
到立刻聊了起来。

“1977的‘1’那里，以前有个
灯塔。”梁金法指着大坝，聊起它
的“前世今生”，“大坝没建的时
候，这里的漩涡很厉害的，人站在
边上都会被那个旋力带动得晃起
来。”

45年前，梁金法参与了漩门大
坝的建造，和大伙儿一起用板车、
木头做的吊车、无底船、拖轮等简
陋的工具运石造坝，非常辛苦。不
过，说起撤坝，他也不心疼。“现
在造了这么多桥，通行方便又美
观，等漩门这里贯通后，游艇也可
以运行起来，会越来越好。”梁金
法说。

跟着漩门大坝一起火起来的还

有周边的饭店。“大坝糕头”就是
其中之一。这家在漩门大坝开了12
年的店，经常营业到深夜或凌晨。
每天晚上除了本地人，还有温州、
乐清、路桥、椒江等地的客人驱车
前来吃糕头。

家住玉城的王女士和家人朋友
一起，赶在大坝拆除之前，特地来

“大坝糕头”打卡。“这两天生意很
火爆，因为大坝要拆了，很多人都
来看大坝，吃糕头，一晚上我就能
卖出 400筒糕头。”“大坝糕头”老
板潘官放说，虽然大坝要拆，但他
的店不会搬。

“大坝糕头”边上的“大坝小
炒”店历史更悠久，开了42年，生
意一直很好，借着撤坝的人气，店
里的生意又火爆了一把。

“我是这里的常客，现在大坝
要拆，这几天我天天都过来看看大
坝，吃吃小炒。”市民杨建华说起
自己这几天的“打卡”举动，眉飞
色舞。

（陈晶晶）

漩门大坝今日拆除

拆前迎来“高光时刻”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
天气干燥，在鸡山乡的码头
上，渔民纷纷将带鱼、鳗
鱼、鲳鱼等海鲜晾晒成鲞
干。鱼鲞干是我市特有的海
鲜干货，深受市场的青睐，
每年秋冬时节都能通过线上
线下远销省内外。

吴达夫 摄

秋风起秋风起晒鲞忙晒鲞忙

本报讯 近日，市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联合会第二次会
员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
届理事会、监事会，这标志
着我市农合联换届选举工作
全面完成。

自 2015年 10月我市被确
定为全省第一批“三位一
体”改革单位以来，1家市级
农合联、7个乡镇（街道）农
合联相继成立，并在鸡山、
海山两个海岛乡设立了农合
联办事处，全市共吸收会员
856个，先后成立 4家产业农
（渔） 合联，涵盖渔业及文
旦、柑橘、葡萄等玉环特色
农业产业，辐射带动2万余农
户实现增产增收。

近年来，市农合联始终
坚持为农服务宗旨，“三位一

体”改革有序推进，建立了
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
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为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开
展。采用产业培训需求订单
与田间讲座相结合、线上视
频培训与线下集中培训相结
合的方式，组织开展农资及
各类种植技术培训 21 批次，
参训 1244人次。加强农合联
会员信用服务体系建设，累
计担保总额 1.8亿余元，农合
联会员100万元以下免担保工
作已办理免担保业务 14 笔、
金额达763万元。在农合联会
员中实施农业设施大棚险、
文旦低温指数险、“惠农保”
雇主责任险，累计赔付245万
元，有效减轻农民负担。

（程舒青）

市农合联完成换届选举

坎门

为扎实推进“玉环有礼，从我
做起”市域文明新实践，大力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连日来，坎
门街道有序开展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八个一”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各村（社区）根据实际，广泛

动员居民群众，开展“精读一篇经
典原文”“参加一次集体升国旗唱
国歌活动”“诵记一遍核心价值

观”等“八个一”主题实践活动，
让文明有礼常驻群众心间。

在海港社区与东沙社区，社区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通过向到社区办
事参会的群众发放带有“没喝完，
请随手带走”标语的瓶装水，提醒
大家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勤
俭节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们不仅要提倡‘光盘’，还
要重视‘光瓶’。要坚持践行文明
用水、节约用水等美德，注重点滴
方能汇成文明有礼的长河。”海港
社区志愿者赵全魏说道。

“虽然太阳很毒辣，但是一想
到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后沙保持洁
净，就感觉汗没有白流。”近日，
15名青年志愿者在后沙社区的组织

下，参与了一场以“爱卫、净滩”
为主题的美化家园公益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全副武
装”，身穿防晒衣，佩戴遮阳帽，
在沙滩及周边绿地上仔细地寻找、
拾取垃圾。“光靠我们显然不行，
前来赏玩的游客们也要注意，在沙
滩上留下脚印的同时不要丢下垃
圾。”志愿者小李说。

清港

近日，清港镇便民服务中心开
展窗口办事人员礼仪培训，进一步
增强窗口工作人员服务礼仪，推进

“浙江有礼”文明新实践。
“我们要站相迎接、笑相问、

双手接、快准办……”培训课上，

礼仪老师结合“有礼窗口”打造，
围绕文明用语、文明礼仪等，通过
现场互动，从礼貌问语、引导手势
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在窗口服务工作
中应当注意的事项和细节。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培训，窗口
工作人员纷纷表示，要把文明融入
到日常工作生活中，让老百姓前来
办事有更好地体验感。

接下来，清港镇将以党建引领
为抓手，依托村级文化礼堂和新时
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有礼宣传，同
时组建同善有礼宣讲团，常态化开
展“线上+线下”宣讲，不断提升
有礼氛围，确保“八个一”有礼行
动落地见效。

潘瑶强 陈玉欣 王煜恺

玉环有礼 从我做起
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八个一”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咨询如何打印参保记录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咨询：因有劳动纠纷，其
需要打印社保参保记录，现咨询如何打印社保参保记录。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复：个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业务
为个人事项，您可携带身份证或社保卡到窗口办理，也可通过手
机端“浙里办”——“个人权益记录查询打印”自助查询打印。

污水溢出至河道，立刻排查抢修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沙门镇南山超市往
日岙村方向100米的河道，有污水直接流入该处河道，产生极大
臭味，要求处理。

沙门镇人民政府回复：接到投诉后，我镇工作人员立刻前往
现场查看情况。经调查，该处为农污提升井，由于浮球损坏导致
水泵无法正常运转。现已抢修完工，恢复正常运转。

公园设施损坏，及时进行维修

一位女士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正大门对面的公园，该处的运动设施存在损坏的情况，建议部门
及时维修。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接到投诉后，我单位工作人员立
刻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发现反映内容属实，我单位相关科室已安
排人员修复完毕。

药品未明码标价，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位先生拨打12345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漩港北路中国玉环

阀门建材城的某卫生室售卖的药品均未明码标价，对此不认可，
要求部门核实处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经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
事人的药房中各种药品摆放于药柜中，均未标明上述药品名称、
销售价格等信息，我局执法人员当即发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
其限期改正；次日，经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已在药柜中的各种
药品边的标签上标明上述药品名称、销售价格等信息。

本报讯 为严肃整治电动
自行车乱象，有效降低电动
自行车引起的各类安全事故
隐患，近日，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乡镇（街道）、交警
中队、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生态环境执法科、市消防救
援大队、市消防铁拳办等部
门对销售、维修、道路交
通、消防安全、生态环境保
护等五大重点领域开展专项
执法，重点查处违规上牌、
非法改装、加装遮阳棚、违
规回收等违法违规行为。

在白岩村口的一家电动
自行车销售点，工作人员详

细解释“浙江 e行在线”使用
相关流程以及此次电动自行
车综合治理集成改革的重要
意义，了解经营户销售维修
环节存在的痛点。

行动中，工作人员发现
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经营户
私自回收淘汰车，避开“浙
江 e行在线”违规销售情况。
此次连续3个多月的联合执法
行动中，共扣押违法车辆
3768辆；查处运载未办理注
销，违规回收淘汰等违法 413
辆，关停经销商 e行在线系统
10家。

（陈丽）

部门联合出击
剑指电动自行车违法违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