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花花：@苍南新闻网 近日凌晨1时许，钱库镇驾驶员王女

士驾车从藻溪驶往望里，途经灵炎线溪头埠路段时，因路况不熟，

拐弯操作不当，车辆撞到了山体，侧翻卡在路边水沟里，所幸无人

员受伤。交警提醒：开车行经不熟悉的路段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尤

其在夜间行车时更要注意安全，随时观察路况。

本报讯（通讯员 叶长如）

近日，县民宗局一行到桥墩镇督

查宗教（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安

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督查组先后实地走访了卅

七杨府庙、镇西圆觉寺、仙堂感应

寺等宗教（民间信仰）活动场所，

并与活动场所负责人详细交谈,
了解场所消防安全责任、安全隐

患整改落实情况。督查组重点查

看了场所建筑、消防、食品等安全

设施和电力线路、安全通道、灭火

器等消防设施，要求对存在安全

隐患的场所整改到位，坚决消除

不稳定因素和各类火灾隐患。

排查民间信仰场所安全隐患

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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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拐弯 车翻水沟

本报讯（苍林）近日, 我县

莒溪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队在

莒溪坳下、大石等地发现了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粗

齿桫椤(Alsophila denticulata)，共

记录到21株。

粗齿桫椤属于桫椤科的大

型蕨类植物，因叶片边缘有粗锯

齿而得名，主要分布于西南、华

南及福建、江西、湖南。桫椤科

植物在距今约 1.8 亿年前，曾是

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是和恐龙

同时代的古老孑遗物种，素有

“活化石”之称，因其重要的科

研、观赏和药用价值，本科所有

种类全部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

通过科考队的初步调查，莒

溪境内已发现的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有 9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植物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

2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有

桫椤、粗齿桫椤、金毛狗、花榈

木、香樟、野大豆、野荞麦7种。

1.植株高0.6-1.4米。主干短

而横卧。

2.叶簇生；叶柄长30-90厘

米，红褐色，稍有疣状突起，基部生

鳞片，向疣部光滑；鳞片线形，长15

毫米，宽1.5毫米，淡棕色，光亮，边

缘有疏长刚毛；叶片披针形，长

35-50厘米，二回羽状至三回羽状；

羽片12-16对，互生，斜向疣，有短

柄，长圆形，中部的羽片长12-40

厘米，基部一对羽片稍缩短；小羽

片长7-8厘米，宽1.6-1.8厘米，先

端短渐尖，无柄，深羽裂近达小羽

轴，基部一或二对裂片分离；裂片

斜向疣，边缘有粗齿；

3.叶脉分离，每裂片有小脉

5-7对，单一或很少分叉，基部下侧

一小脉出自主脉；羽轴红棕色，有

疏的疣状突起，疏生狭线形的鳞

片，较大的鳞片边缘有刚毛；小羽

轴及主脉密生鳞片；鳞片顶部深棕

色，基部淡棕色并为泡状，边缘有

黑棕色刚毛。孢子囊群圆形，生于

小脉中部或分叉疣；囊群盖缺；隔

丝多，稍短于孢子囊。

莒溪发现恐龙时代植物粗齿桫椤
至此已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9种

本报讯（通讯员 庄恩素）

近日，灵溪镇对务社区村居干部

联同消防工作站、对务社区微型

消防站、部分民兵及志愿者组成

消防演练队伍，在灵溪第二高级

中学对面公园广场开展消防应

急演练，提高居民灭火疏散及应

急自救能力。

演练现场，消防人员先后示

范灭火器灭火、高压水枪灭火两

种不同方式。演练队伍首先将

放置可燃物的铁桶依次点燃，在

火焰由一小簇快速膨胀之际，只

听指挥员一声令下，消防人员立

即靠近火源，按下保险销、扼住

软管、压下手柄，眨眼间熊熊燃

烧的大火就熄灭在灭火器喷出

的白色粉末中。

在高压水枪示范过程中，消

防工作人员把水枪高高举起，将

广场中心的雕塑当作目标灭火

点，分成几队环绕雕塑，努力呈

现灭火真实状态，进一步增强群

众的消防意识。整个演练过程，

消防人员配合紧密，将灭火内容

和实际步骤落实到位，成功完成

了本次消防应急演练任务。

消防应急演练提升自救能力

@林花花：@苍南新闻网 日前，矾山镇驾驶员李某驾驶轿车

从矾山驶往灵溪，途经232省道时，李某低头捡东西，分散了注意

力，不慎将车辆偏移至对向车道，与对向驶来的小型普通客车相

撞，造成严重车损，所幸双方都系有安全带，无人员受伤。在此，交

警提醒：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路况，切勿分神，以免发生事故。

一低头 两车相撞

如何辨认粗齿桫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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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笑颖）近

日，我县举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证书首发仪式，副县长曾迎玲为

灵溪镇城中社区、灵溪镇望江

居、桥墩镇桂兰居、宜山镇站前

居、矾山镇水尾居、藻溪镇兴康

居、灵溪镇岩头村、宜山镇宜一

村、桥墩镇云仙村和矾山镇拱桥

内村等首批 10 个社区村（居）颁

发了《特别法人代码证书》。

据县民政局介绍，长期以

来，村（居）民委员会缺乏法律上

的法人主体地位，无法在银行开

设银行账户，无法独立开展与职

责相关的民事活动，大大制约了

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

挥。如今获得特别法人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书后，村（居）民委

员会将和公司法人、社会组织

法人一样，拥有同等法人主体

地位，可以独立开展为履行职

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此外，

社区、村（居）委员会在具有法

人身份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有了特别法人代码证后，

我们望江居以后办事肯定方便

多了。”灵溪镇望江居主任陈庆

尧说，以前没法人代码证书的时

候，到银行取居里的钱，银行要

他到民政局找档案，到镇政府开

各种证明，前前后后跑了好几

趟，都不一定取得出来。现在望

江居委会有了“法人”身份，以后

去银行取钱就不用再开证明，也

可以自主开展民事活动，更好为

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据了解，2017年10月1日正

式施行的《民法总则》明确了村

（居）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特别法人资格，为解决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问题提供了法律依

据。村（居）委员会获得“法人”

身份后，可依法更好地开展履行

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加强村

（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提升

村（居）民委员会服务能力，进一

步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今年 3 月份前，

全县 858 个社区村（居）委员会

将陆续收到特别法人代码证书，

获得“法人”身份。

我县发出首张特别法人代码证
858个村（居）社区将陆续获得法人身份

坐落金乡镇龙金大道与文苑路交叉口的我县首座人行天桥昨日竣工，即将投入使用。该天桥有

效维护了金乡镇行政中心、金乡高级中学以及黄坭村周边的交通安全秩序，缓解了交通压力。 路人

高兴地说：“以前这个路段每逢上学放学十分拥堵，过马路比较危险。天桥修好后就方便多了，不用

担心来来往往的车辆。” （周元斌/摄）

本报讯（通讯员 章温慧）年关将近，以口口相传而兴起的私房菜

馆，如雨后春笋般开在大街小巷，而这些坐落于普通单元楼内的私房菜

馆通常伴随着的却是“无证经营”“食品安全难保”的尴尬现状。为保障

公众食品安全，灵溪市监分局日前开展私房菜集中整治行动。

执法人员深入居民楼和小区摸排走访，重点检查私房菜馆证照持

有情况、经营者姓名、联系方式、后厨卫生、消防设施等情况，针对发现

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整治规范，对未经许可擅自营业的餐饮经营单位

要求其立即停业整顿。同时积极做好服务，帮助和指导不符合规定要

求和条件的无证无照餐饮单位，通过积极整改达到开办标准，申请核发

相关证照。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38人次，共摸底排查11户。

市监专项整治私房菜

本报讯（通讯员 叶长如）日前，桥墩镇对烟花爆竹经营部、零售批

发店、香烛店等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检查组重点检查了桂兰路、西园街等镇区主要干道的零售批发店、

香烛店，以及瑞春、君越两个烟花爆竹经营部。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详

细检查消防器材是否配备到位、是否定期检查、消防通道是否堵塞、是

否严格落实烟花爆竹经营各项规章制度等问题。检查组要求经营业主

及现场管理人员高度重视安全工作，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检查出的问题

要及时落实整改。

桥墩突击检查安全生产

经调查，下列社会组织已被业

务主管单位苍南县教育局依法终止

其办学许可，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五章第二十

六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该社会

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部分社会组织取得联

系，现依法公告送达《社会组织行政

处罚预告书》，下列社会组织应当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机关领取

《社会组织行政处罚预告书》，(电话

0577-59892831)，逾期即视为送达。

依照《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

定，当事人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等权

利。请下列社会组织在送达之日起3
日内与本机关联系（0577-59892831），

书面告知陈述、申辩内容及是否

要求听证，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

权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社会组织名称

苍南县求知文化补习学校

苍南县赤溪镇赤溪幼儿园

苍南县龙港镇湖前聪聪幼儿园

苍南县格瑞特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爱贝培训学校

苍南县博雅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悦宝园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龙港镇东瓯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育英成人业余学校

苍南县赤溪镇金色阳光幼儿园

苍南县灵溪镇公园路幼儿园

苍南县育才高中文化补习学校

苍南县赤溪镇中墩幼儿园

苍南县马站镇魁里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3032776133462XL
5233032768559391XJ
52330327747740760T

5.2E+17
52330327591757266R
52330327585043021T

5.2E+17
52330327321707963C
52330327749029227U

5.2E+17
52330327749801248C
52330327739225048U
52330327564441071H
52330327747745799X

序号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社会组织名称

苍南县钱库镇仙居中心幼儿园

苍南县金乡镇金色摇篮幼儿园

苍南县龙港镇启乐托儿所

苍南县龙港镇亲亲宝贝托儿所

苍南县宜山镇红果果托儿所

苍南县中皇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书芳斋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小雨点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小红星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启辰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文海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音纬艺术培训学校

苍南县金乡卓越艺术培训学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30327MJ9244705C
52330327704378001U
5233032732217031X0
52330327069200879J
52330327098815127T

5.2E+17
52330327794389539M

5.2E+17
5.2E+17

5233032708166115X9
5.2E+17

5233032768559893XQ
52330327069232205J

拟作出撤销登记处罚的社会组织名单：（27家）

苍南县民政局公告

我县首座人行天桥竣工我县首座人行天桥竣工

本报讯（通讯员 林频频）近日，灵溪镇春泥计划“缤纷冬日”主题

系列活动走进山北村文化礼堂，让村民在捣年糕、写春联和剪窗花中感

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村民熟练地将糯米和粳米进行调配混合，磨成粉后装入大

蒸笼，等年糕米蒸熟后，再放入石臼内捶捣。村民们轮番上阵、配合默契，

捣出了热气腾腾、米香四溢的年糕。传统的制作工具与方法，引起了村民

争相体验。有些村民按捺不住，在制作过程中就趁热吃起了“半成品”。

和香黏软糯的年糕同样抢手的还有部分书法家现场书写的春联。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一年四季常添福，万紫千红总是

春”……村民们耐心等待着书法家挥毫泼墨，满心期许能将这些寄托美

好祝愿的春联贴到自家门口。

在山北村文化礼堂，20余名小朋友和他们的父母正在学习中国传

统民间技艺——剪窗花。“大家将纸对折三次，一定要压平压扁”“沿着

边剪出波浪、圆弧的形状……”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挥舞着剪刀，剪

出了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

另悉，当日，灵溪镇多地文化礼堂开展了迎新春系列活动，其中田墘村

文化礼堂举行了迎新春捣年糕活动暨市海事局、金丽温铁路局、县民健社、田

墘文化礼堂等单位“四千结对”活动座谈会，对村内老人进行走访慰问。

捣年糕 写春联 剪窗花

灵溪花样民俗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