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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1月18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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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海湾影院

09:50达达剧场

11:00全民运动汇

11:30 金色港湾

12:00玉环新闻

12:46潮涌东方

纪录片原味记忆83

13:35海湾影院

15:20 玉环新闻

16:10全民运动汇

16:46致富故事汇103

17:05金色港湾

17:30新闻综合晚间导视

17:31动画片

熊猫走天涯06-10

19:00转播中央台《新闻联

播》

19:30玉环新闻

20:15榴岛先锋上

20:30纪录片原味记忆83

21:15玉环新闻

21:35榴岛先锋上

2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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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港湾

07:30流金岁月12

08:15流金岁月13

09:00 玉环新闻

09:46流金岁月14

10:30流金岁月15

11:25全民运动汇

12:00金色港湾

12:15阳光少年54

12:20玉环新闻

13:15一路繁花开10

14:15一路繁花开11

15:15一路繁花开12

16:15一路繁花开13

17:00达达剧场

17:30社会生活晚间导视

17:31阳光下的法庭26

18:20阳光下的法庭27

19:10榴岛先锋上

19:30全民运动汇

20:00玉环新闻

21:00一路繁花开10

21:46一路繁花开11

22:35一路繁花开12

23:30一路繁花开13

00:20潮涌东方

纪录片原味记忆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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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
落潮05点46分，17点30分

大麦屿港

涨潮11点43分
落潮05点56分，17点47分

沿海各海区

玉环东部沿海海浪1.5米
水温11.8℃

大鹿岛景区

涨潮12点02分
落潮06点00分，18点06分

本报讯 近日，清港镇楚北塘
开发专班负责人徐根法再次来到楚
北塘，与百亿级晶科能源产业项目
涉及到的农户座谈，交流解决征迁
涉及的问题。

目前，该项目涉及到的 17个村
65户村民已全部完成签约。

据了解，楚北塘位于清港镇西
部，共 1680多亩，主要进行生产种

植，因交通网便利、水电配套齐全
等优势，楚北塘开发迫在眉睫，此
次共收回 1205亩用于建设，其中工
业用地约943亩。2022年9月，玉环
与晶科能源签订投资协议，百亿项
目正式落户玉环，楚北塘成为“晶
科”另一个家园。

“针对楚北塘开发，我们在项目
确定之初便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

计划、分解任务、挂图作战，在大
家的配合下，仅3周我们就完成了签
约。现在就等土地报批等后续工
作。”徐根法告诉记者，春节后，将
积极推进后续工作，计划3月正式进
场施工。

“大项目进来，对我们地方发展
有好处，肯定配合支持，所以我很
快就签约了，后续问题专班人员也

会帮助我们解决，很贴心。”农户王
礼芳说。

“百亿项目落地楚北塘，对该片
区乃至玉环发展都将起到促进作
用。我们会扎实做好项目涉及到的
审批工作，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
设。”清港镇城镇建设办公室主任吴
小焕表示。

（吕琼雅 林烨）

3周完成签约任务

清港楚北塘开发有序推进

本报讯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
悉，自2023年1月1日起，我市高龄
津贴发放标准相应提高，为高龄老
人幸福生活再添保障。

80—89周岁的所有玉环户籍老
年人高龄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60元；90—99周岁的所有玉环户籍
老年人高龄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 80元；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长
寿保健补助金继续按现行标准发
放，每人每月500元。

2023年的高龄津贴采取数字化
主动发放，不需要老年人及其家庭
申请。首次发放，由“浙里康养”
应用提前 1个月将年满 80周岁的老
年人信息推送村 （社区） 调查核
实，乡镇（街道）组织审核申请补
发，民政部门审批生成津贴发放清
册，并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
发放到具备金融功能的社保卡中。

得知这一消息，家住坎门街道
的85岁老人黄银钗笑着说：“特别高

兴，重要的不是钱涨了多少，而是
党和政府始终关注着我们老年人的
生活冷暖，这比什么都重要。”

家住鸡山乡的 92岁老人曹美花
也沐浴着惠老政策的东风，“年纪大
了，没什么经济来源，生活保障主
要靠养老金和高龄津贴，这些都是
政府给我们老年人的福利，我很感
激，也很知足。”

据统计，2022年，全市1.5万80
岁及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已发放到

位，共计960万元；2023年拟发1.63
万人，预算1260万元。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
指导中心副主任黄笑笑表示，为确
保辖区内高龄老人及时享受到惠民
政策，工作人员会不断优化办事流
程、细化措施，全面做好高龄老人
津贴发放管理工作，通过落实高龄
老人生活补贴政策，提高高龄老人
的生活质量，在全社会营造尊老敬
老的良好风尚。 （张莺莺 王凌轩）

高龄津贴“提标”幸福指数提高
每人每月不低于60元

本报讯 “真
的太感谢你了，这
是我的一点心意
……”1月 16日下
午，清港中心菜市
场门口上演暖心一
幕，市民王玲娟将
大包小包的礼品送
到了陈仙花的蔬菜
摊前，向她表示感
谢。

原来，1月 11
日下午，陈仙花收
拾好蔬菜摊往家
走，路过清港镇中
心小学附近拾获了
一个黑色袋子，一
打 开 里 面 全 是 5
元、10元的现金，

粗粗一点，竟有上万元。
“我也丢过钱，知道丢钱的人肯定

很急。我一看里面都是零钱，我就猜测
是不是菜场里的人丢的，第二天就带去
菜场问一问。”陈仙花回忆道。

王玲娟在清港中心菜市场经营猪肉
摊，当天，她的丈夫将几天的营业额收
到一个黑袋子里，然后挂在电动车车把
上就骑车回家了，结果一到家却发现袋
子不翼而飞。

“都急死了，不知道掉哪里去了，
路上也找过，一直没找到，后来想想就
算了。但过了几天，听说菜场里有人在
问是不是谁掉了钱，没想到真是我们
的。”王玲娟说。

为表达感谢，王玲娟专门买了一些
补品、保暖衣物、自家售卖的猪肉等送
到陈仙花的摊位上，但被她婉拒了。

“这是我该做的，意外之财拿来也
没用，还给别人自己才会心安理得。”
陈仙花说。 （吕琼雅 姚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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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卫生监督所
联合相关单位对餐具集中消毒企业
开展专项卫生安全检查。

在台州玉安清洁有限公司的无
菌车间里，10多名员工正在流水线
上忙碌着，数千套一次性餐具在经
过除渣、分解、清洗、药水浸泡、
二次清洗、高温消毒、抽检化验等
数10道工序后重新包装。

“流水线的速度必须放慢，严
格把控产品质量，此外，还要购置

一份工业式测温计放在消杀环节，
万一温度异常，可以及时采取措
施。”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
该企业整体卫生达标，但仍存在消
毒环节的锅炉温度显示存在偏差、
后续包装品控不佳等问题，工作人
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及时
整改到位。

“为了保障大家的就餐安全，
我们每年节假日期间都会加强抽检
力度，希望各餐饮相关企业将责任

放在心里，时刻绷紧卫生安全弦，
确保不漏过任何卫生隐患。”市卫
生监督所副所长梅建浩表示。

（蔡亚婷 刘志华）

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专项检查

把好餐具消毒安全关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
访玉城多家酒店发现，今年
年夜饭预订十分火爆，酒店
包厢基本已订满，各商家更
是巧思频出，招揽顾客。

玉环大酒店推出了“吉
祥如意宴”“四季迎春宴”

“招财进宝宴”“五福临门
宴”以及“阖家欢乐宴”等
多种带有美好寓意的年夜饭
套餐，并推出不少新菜式吸
引消费者。

“目前包厢已经全部订
满，只有宴会厅还留有小部
分空位，总体来说还是比较
火爆的。”玉环大酒店餐饮
总监向常英说，去年上半年

开始就陆续有顾客预定年夜
饭，有的人甚至提前一年就
订好了包厢。

玉环温德姆花园酒店的
年夜饭预订情况同样火爆。

“从去年8月开始就有人
预定，现在包厢基本上满
了。”玉环温德姆花园酒店
中餐厅经理钱惠说。

“吃年夜饭是春节的重
头戏，所以我们在年夜饭套
餐里增加了很多有美好寓意
的食材，比如年糕、汤圆等
寓意节节高升、团团圆圆的
食 材 ， 烘 托 一 些 节 日 氛
围。”

（蔡亚婷）

年夜饭预订火热
“烟火气”回来了

本报讯 新春佳节，正是举家
团圆的日子，华能玉环电厂的全体
员工却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坚守各自的工作岗位，确保节
日期间正常发电。

在华能玉环电厂的集控室内，
墙上大屏幕显示着厂区内各发电机
组运行状态以及设备实时参数，10
多名值班人员有条不紊地操作电
脑，时刻关注着设备状态和运行数
据。

巡检员曹辉进入汽机房，仔细

检查发电机组，以便及时发现问
题，确保各个机组安全稳定运行，

“春节期间，我们要加强对运行设
备的巡检，每 4个小时全面巡检一
次，对停运机组做好隔离措施，同
时做好现场防寒防冻工作。”曹辉
介绍道。

“春节期间，是我们发电厂保
供电、保供热的关键期。”华能玉
环电厂运行部值长闫凯说，由于电
厂生产性质的特殊性，每到节假日
都是最忙碌的时候。面对机组启停

操作和维护等各项任务，华能玉环
电厂全体员工放弃休息，主动加
班，严格执行 《春节保电专项措
施》《防寒防冻技术措施》，认真开
展各项预案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庞辉斌）

华能玉环电厂：

全员不离岗全力保供电

春节临近，我市各地年
货市场年味浓浓，中国结、
红灯笼、春联福字、糖果零
食、新鲜水果等琳琅满目，
市民忙着置办年货，热热闹
闹迎新春。

吴达夫 摄

红红火火迎新春红红火火迎新春

（上接第 1版《市委常委
会召开（扩大）会议》）

要大格局推进开放再启
航，坚决扛起向海图强的使
命担当。要提升港口能级，
挖潜大麦屿港的资源禀赋，
全力攻坚多用途码头二期工
程、10万吨级码头等项目落
地和建设，加快谋划实施
RCEP进口创新示范区、保税
物流中心（B型）等项目；畅通
对外通道，全速推进台州“1
号公路”玉环段、温玉铁路建
设，争取沿海高铁甬台温段
项目经玉环，积极谋划大麦
屿客货运铁路支线项目；全
力抢单拓市，持续打好“包舱
出海”、“包机抢单”、内外贸
一体化改革组合拳，帮助企
业排忧解难、拓展市场。

要大举措建设共富样板
区，全力办好一批民生实事，
切实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
得感。要探索更多经验，系统
推进“三新”共富精品示范带
建设、闲置农房盘活、宅基地
流转等强村富民集成改革，因
地制宜建设更多共富工坊、探
索更多农民增收有效路径；擦
亮“乐活”名片，深入实施教育

提质三年行动，纵深推进健康
玉环建设，加快构建育儿友好
型和老年友好型社会。

周阳强调，要大力度织
密平安防护网，慎终如始打
好岁末年初安全稳定收官
战。要紧盯矛盾化解，以“网
格智治”为总牵引，以主动对
接群众、靠前化解矛盾纠纷
为导向，以依法管控社会面
秩序为抓手，加快推进群众
沟通、纠纷调处等工作；加强
隐患清查，聚焦重点行业领
域，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推
动安全隐患“清零”；抓好疫
情防控，重点做好重症患者
治疗、药品生产供应和配备、

“乙类乙管”总体方案落实等
重点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周阳强调，要大担当贯
彻党建总要求，持续抓好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省“两会”、台州市六届二次
党代会、玉环市十六届二次
党代会结合起来，一体学
习、一体把握、一体落实，加
快打造一支堪当现代化发
展重任的干部队伍，为玉环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上接第 1版《奏响最强
“平安曲”》）启动仪式后，杜
年胜、应曙华分别带队前往
玉城街道西青岭隧道口卡
点、黄坭坎隧道口卡点进行
督查慰问。

在西青岭隧道口卡点，
杜年胜亲切慰问正在值守的
公安干警，勉励他们要继续
发扬吃苦耐劳、连续作战优
良传统，牢牢锚定提升群众
安全感的工作目标，坚决扛
起责任，全力做好“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
让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在黄坭坎隧道口卡点，
应曙华关切询问公安干警值
班值守情况，就春节期间警
力保障、维护社会面稳定等
工作做了具体了解，并叮嘱
他们要注意劳逸结合，在做
好巡防工作的同时做好个人
防护和保暖工作，以更加饱
满的精神状态护航平安玉
环。

（上接第 1版《“问题清
单”助企纾困》）在活动开展
之初，市经信局的驻企服务
专员就全面深入各自联系企
业，收集并解决企业发展中
碰到的问题。据统计，自“大
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
活动开展以来，市经信局走
访企业 325家，收集诉求 46

件，办结41件。
“我们将继续深化驻企

服务专员入企制度，建立扶
工助企实体化运作机制，建
立政企面对面恳谈交流工作
长效机制，确保企业有所求，
我们有所应，助力我市工业
经济良性发展。”市经信局局
长黄德波说。

（上接第 1版《殷殷关怀
送真情 声声问候暖人心》）困
难群众梁小燕身患乳腺癌，
目前仍在治疗中，女儿还在
上大学，生活十分困难。林
成辉亲切询问梁小燕的治疗
情况，鼓励她积极治疗，心怀
希望，坚强生活，为女儿树立
好的榜样。

退役老兵季毓登因患尿
毒症需长期血透，家庭生活困
难。林成辉与他家人亲切交
谈，询问其衣食住行、生活冷
暖等，并叮嘱相关部门用足用
好各项帮扶政策，千方百计帮
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助力他
们提振战胜困难的信心，把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新年快到了，我们代表
党和政府来看看您，有什么
困难尽管跟我们说。”郑联吉
身患肢体残疾二级，目前借
住朋友家。林成辉与他亲切
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生活
状况和存在的困难，并送上
慰问金和慰问品，同时致以
新年的美好祝愿，鼓励他坚
定信心，保持积极乐观心态，
克服困难。

当天，林成辉还走访慰
问了离退休干部陈贻炘、林
弟昶，低保户林清炎以及珠
港雷达站。 （陈瑜）

又讯 1月 12日下午，市
委副书记应曙华走访慰问了
部分离退休干部、新玉环人、
慈善救助人员、困难党员和

群众等，向他们致以新春的
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在看望离退休老干部吴
柏青、张彦正时，应曙华与他
们促膝交谈，关切地询问其
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情
况，叮嘱他们要好好保重身
体，并对他们为玉环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希望他们一如既往地关
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为
玉环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

“快过年了，最近身体都
好吗？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
们说。”在慰问慈善救助人员
章红琴、低保户陈兆德和困
难党员林小旺时，应曙华递
上慰问金，并鼓励他们要坚
定生活信心，保持良好心态，
积极克服困难，争取把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同时，他叮
嘱随行的街道、村（社区）干
部和相关部门人员要多关心
困难党员和群众的生活，尽
力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
他们生活得舒心、安心。

来自湖北的新玉环人黄
正君在玉已经 20余年了，他
直言玉环对他来说就是第二
个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感。
应曙华把慰问品递到他手
上，并感谢他在过去一年里
积极参与花园式港口城市建
设，希望他在玉环过上一个
温暖、祥和、愉快的新年。

（苏彬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