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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4日，清港交警中
队在新漩线与清华路交叉口开展电
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当天上午 10时
40分许，未佩戴安全头盔的郑女士
驾驶电动车从小路开出，被执勤交
警拦下。

民警检查发现，电动车前放着
一个头盔，里面装的竟是包心菜和

大葱。“我刚从田里摘菜回来，准备
回家做午饭，包心菜像球一样滚来
滚去，就把它装在头盔里防止滚
落。”郑女士解释。

“头盔是驾驶人驾驶电动车时戴
的，关键时刻可以保命，不是用来
当菜篮子或摆设的。”民警张崇建对
郑女士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教育批评和处罚。郑女士听
完之后虚心接受并自觉戴上头盔离
开了。

随着我市“一盔一带”专项行
动的不断深入，我市街头骑乘电动
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市民明显增多，
但仍有个别市民让本该保护自己安
全的头盔成为了“摆设”。没有系好

安全搭扣，松松垮垮，稍一颠簸，
头盔就摇摇欲坠，这样形同虚设的

“佩戴”，起不到保护作用。有的甚
至拿头盔当起了菜篮子，将“佩戴
头盔”变成“携带头盔”。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在驾乘摩
托车或电动车时，应科学佩戴头盔，
勿让头盔成为摆设。（徐红漫 林裕伽）

把头盔当“菜篮子”
交警提醒：莫让头盔成摆设

“谢谢你们的资助，让我们有了
新的运动场所……”近日，坎门街
道渝汇社区党支部书记李海英双手
紧握玉环普天单向器有限公司总经
办主任卢娜的手感谢道。

“普天”创建于1983年，是一家
汽车零部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公
司拥有4个生产基地，年生产单向器
3500万套、传动轴 2000万套，保持
亚洲地区行业龙头地位。

作为本土的老牌企业，“普天”
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
一，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积极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位于渝汇蓝湾国际小区对面的
这座多功能运动场，占地面积840多
平方米，集篮球场、羽毛球场、健
身器材场地于一体。它的建成，离
不开“普天”的大力支持。

“以前这里地面坑坑洼洼，一到
下雨天就严重积水。”李海英告诉记

者，社区将此事上报民生实事清单
后，政府拨款建设运动场，但在建
设过程中，实际支出超过了预算支
出，就在社区一筹莫展之际，“普
天”捐出一笔善款，填补了这一缺
口。如今，多功能运动场已顺利投
用。

除了民生设施，在助力乡村共
富方面，“普天”同样尽己所能回馈
社会。

眼下，沙门镇龙联村的 70多亩
油菜花和 20亩桃花已盛开大半，成
为市民踏春的热门打卡地。

“每个季节种的农作物都不同，
上半年种油菜花，下半年种水稻、
番薯、玉米、西瓜等。”沙门镇龙联
村办事员应紫薇介绍。

去年，龙联村与沙门商会签订
了“商会润富农场项目”，盘活功能
单一、低效益的干家岙片入村口道
路农田。其中，“普天”以每亩 1.5

万元的价格，认购了部分农田，并
长期雇佣本村农民种植。

“普天”总经理黄文达说，吃水
不忘挖井人，企业创业至今，一直
秉承“发展企业经济 回馈社会民
众”的价值观，为家乡发展贡献绵
薄之力。

除了为文体广场、管网改造、
道路修建等民生项目捐款，在捐资
助教上，“普天”为玉环多所小学、
幼儿园捐赠了教学设施；为品学兼
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
用“真金白银”奖励当地优秀教
师；连续多年结对浙江新华爱心教
育基金会珍珠班学生，帮助他们圆
大学梦。在扶困助老方面，“普天”
长期结对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关心关爱当地老年人的“衣食住
行”；热心参与助老公益活动，向老
年人提供经济资助；结对企业困难
职工，并对其家庭成员开展就业、

求学等帮扶工作。
这么多年，“普天”在公益事业

上总支出有多少？黄文达表示自己
从未仔细算过这笔账，“算慈善账更
多是出于公司经营成本的考虑，做
慈善应该量力而行，在自己能力范
围内，做多做少都可以，反正只做
好事，莫问前程。”黄文达说。

此次荣获首届玉环市“慈善楷
模（机构）奖”，对“普天”来说，
既是肯定和鼓励，更是鞭策与责
任。黄文达表示，“普天”将不忘初
心，坚定不移地践行慈善公益事
业，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张莺莺

尽己所能回馈社会
玉环普天单向器有限公司持续发力公益事业

本报讯 昨天下午，记
者从同善之声广播站新闻发
布会上了解到，清港镇将举
办“同善之声 音你精彩”
播音员选拔大赛。大赛分普
通话组和方言组，要求报名
人员吐字清晰，有亲和力，
主办方诚邀热爱播音的市民
积极参加。

据了解，“同善之声 音
你精彩”播音员选拔大赛
分别设初赛报名、海纳四
方和群雄角逐、破茧成蝶
两个阶段，要求报名人员
遵纪守法，热爱播音，有
良好的职业道德。第一阶
段初赛报名、海纳四方，
时间截止 3 月 22 日，符合
条件的市民可以将姓名、
工作单位、联系电话及参
赛 音 频 发 送 至 官 方 邮 箱
xiaobin7116@163.com 进 行
报名，也可联系13989693227。
主办方会在所有的参赛人
员中选出20-30名选手进入
决赛环节。第二个阶段群
雄角逐、破茧成蝶，也就
是决赛环节，时间暂定于 3
月底，评委会根据评选办
法，以自我介绍、朗读、
自选加分项和答辩相结合
的形式，开展集中展示比
赛，最终评出 10名优秀播
音员，其中普通话组 8名、
方言组2名。

据了解，同善之声广
播站是清港对外宣传的一
个重要窗口，也是加强村
镇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善之声栏目的创建主要为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积极引导村民听党话、跟党走，营造积极向上的生活环
境。站内实行站长负责制，在节目内容安排上，着重突出
新闻是广播宣传的主体，同时兼顾听众的不同口味，体现
栏目与内容的丰富性及多样性。目前开设栏目有《同善党
音》《百世讲坛》《娱乐天地》。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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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5日上午，芦浦镇
组织镇村干部及拆除人员来到小塘村
的田间地头，对违章农用棚进行拆除。

本次拆除中涉及的农用棚位于
芦浦镇小塘村村部周边，拆除前，
镇村干部多次与种植户协商交流，
向种植户阐明了违章农用棚的危害
性、环境整治的必要性，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取得了当事人的理
解与支持，做到了和谐、依法拆
除。当天，共计拆除农业棚7间，拆
除面积约400平方米。

据了解，小塘村田间农用棚多
由废弃布料、铁皮、石棉瓦等材料
搭建而成，早期主要用来存放农
具、三轮车、农药等，后来少数农

户贪图方便，将农用棚变为居住用
房，私搭乱建、杂物乱堆、垃圾四
散等现象日益增多，成为影响农村
环境和安全管理的一大“顽症”。

为彻底整治田间乱象，实现
“美丽田园，共享共建”的芦浦风
光，小塘村通过前期排摸，发现待
整改的农业棚共有 35间，经过详细

部署和政策宣传，率先开展了田间
农业棚整治工作。

据悉，芦浦镇将不断开展农业
棚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提升田园环境
卫生精细化、管理长效化，让讲卫
生、爱环境的思想观念成为促进环境
整治的有力抓手，引导群众自觉参
与，共建美丽家园。 （许声凯）

拆除违建棚舍 共建美丽家园
芦浦镇持续推进田园环境卫生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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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成语故事篇第二季32-35

18:30阳光少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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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六盘山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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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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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女孩01

08:15了不起的女孩02

09:00玉环新闻

09:25玉环话散

09:50了不起的女孩03

10:40了不起的女孩04

11:30全民运动汇

12:00玉见

12:20玉环新闻

12:46玉环话散

13:15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19

14:15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0

15:15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1

16:15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2

17:00达达剧场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红狐14

18:20红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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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21:10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19

21:56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0

22:40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1

23:30一场遇见爱情的旅行

22

00:20潮涌东方

纪录片六盘山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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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19分，23点48分
落潮05点11分，16点57分

大麦屿港

涨潮11点15分，23点52分
落潮05点07分，17点01分

沿海各海区

玉环东部沿海海浪1.2米
水温12.5℃

大鹿岛景区

涨潮11点02分，23点26分
落潮05点02分，17点02分

化粪池误接雨水管
现场核实责令整改
一位市民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沙门
镇泗边村村部后面的化粪
池接入雨水管道，导致臭
味四散，影响周边居民正
常生活，要求处理。

沙门镇人民政府回
复：经我镇工作人员前往
现场核实，发现确实存在
错接行为，部分污水溢流
到该管道。工作人员已责
令化粪池业主对管道进行
整改，目前已修复完毕。

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企业享受3年补贴
一位女士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咨询：姐姐
系残疾人，入职后企业可
以领取政府发放的残疾人
职工补贴。现咨询若其姐
姐离职前往其他公司，新
的企业是否可以领取相应
的补贴。

市残疾人联合会回

复：根据人社部门规定，
企业安置就业困难人员，
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
社会保险 1 年以上的，按
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且
该补贴只能享受一次。若
你姐姐原就职企业已享受
过 3 年补贴，其他企业无
法再申请。

出租车收费有疑问
交通部门核查解答
一位市民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我于
22：45左右在坎门中心卫
生院东面 200 米处乘坐出
租车至玉环车站，车费为
21元，但此前乘坐相同路
程收费仅 15元，我认为司
机存在乱收费行为，要求
解释。

市交通运输局回复：
经查看出租车当日行车轨
迹了解到，当时车程应为6
公里左右。根据运价文件
规定车辆于 22:00 后加收
10%运费，里程超过 2.1公
里时超出部分加收 40%回
空费。故经推算当时实际
费用应为 20元左右，该车
不存在乱收费现象。

修路导致道路拥堵
交警每日执勤疏导
一位市民拨打 12345

便民服务热线反映：坎门
街道海都小区门口至红旗
社区堤辽路路段因修路围
挡道路，导致车辆可通行
道路狭窄，造成下午 4 时
30 分以后道路拥堵严重，
建议交警进行疏通指挥。

市公安局回复：我局
坎门交警中队每日早晚高
峰时段将安排执勤人员在
该路段执勤疏导道路交
通，确保该路段畅通有序。

入春以来，气温
逐渐升高，十分宜人，
特别适合踏青赏花。玉
城街道礁头山油菜花竞
相绽放，金灿灿的油菜
花海吸引游客前来赏花
游玩。

陈灵恩 摄

油菜花开引客来油菜花开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