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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省级无邪教区

本报讯（记者 缪安娜）“我们
一起携手，让爱在雨中行走。”小巧的
白色爱心伞箱上，两行鲜红的字眼让
人感到温暖。8月15日，区环保志愿者
协会在西城街道梅园社区投放了“新
型”的爱心伞箱，这标志着爱心伞开
始进驻社区。

“为了更好地利用空间，我们对
爱心伞箱进行了重新设计，这个爱

心伞箱是装订在墙上的，箱子上面
两层放短柄的雨伞，下面一层用来
挂长柄的雨伞。”区环保志愿者协会
秘书长赵舜友告诉记者，自去年 3
月，爱心伞公益活动在我区实施以
来，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在 S325（82省
道）沿线的柑橘果品市场、双江社区
等 14个公交站点共投放了 400把爱
心伞，有需要的市民不用任何手续

就可免费借用。但之前立地式的爱
心伞箱比较占空间，市民在归还上
也存在一定麻烦。“爱心伞放在公交
车站，归还的时候不太方便，有些市
民无意中会忘记，因此我们在社区
里也投放了爱心伞，方便市民归还
和借用。”赵舜友介绍，“梅园社区是
我们第一个爱心伞驻扎的社区，接
下来，我们还将陆续在双江社区、海

棠社区、方山社区等地投放爱心伞，
供市民使用。”

面对爱心伞进驻社区，住在梅园
社区的徐女士很是高兴。她说：“社区
里有了爱心伞，就不用特意到公交站
点去还伞，出门忘带伞后也不用跑回
楼上去拿，社区爱心伞的设置给我们
带来了方便。这是爱心传递，也是一
个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

爱心伞开始进驻社区

让爱在雨中行走

停电通知

因10kV白石203线75#—77#
更换导线，8月 23日 6:00—18:00，
10kV白石 203线 56#杆后段线路
停电。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黄
岩区屿头乡白石行政村、布袋坑
行政村、昌孔头行政村、大木坑行
政村、里岙行政村、牛角丘行政
村、田料行政村、下恩行政村、洋
坑行政村、栅头行政村、周家料行
政村等一带。

遇雨顺延至次日。
请上述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

倒电源或停电准备，上述停电检
修工作有可能提前结束，请随时
做好来电准备。

因10kV岭下521线岭下吉一
级支线安装真空开关一台，半洋
崔二级支线1号杆移位，8月22日
6:00—18:00，10kV高桥783线1号
杆至 19 号杆，10kV 岭下 521 线 1
号杆至半洋H825线 39号杆段线
路停电。

停电范围：浙江省—台州市

—黄岩区—高桥街道、凉棚行政
村、埠头行政村、邬家岙行政村、
胡家灰行政村、徐家洋行政村、岙
里行政村、下坦行政村、外洋陶行
政村、岙口行政村、台州市黄岩聚
鑫采石场、台州市黄岩五鑫采石
场（普通合伙）、台州市黄岩玖鑫
塑料厂（普通合伙）、台州市黄岩
龙皓塑料有限公司、高桥纸厂、台
州市黄岩鸿展包装厂、浙江黄岩
自来水公司、台州锐克威锋刀片
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祺尚塑料
厂，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分公司，半洋崔1#公变，半洋崔
2#公变，半洋崔 3#公变岭下吉 1#
公变，岭下吉 2#公变，张颖波公
司，台州市黄岩区民政局，倪桥金
村4#公变。

遇雨顺延至次日。
请上述区域的用户提前做好

倒电源或停电准备，上述停电检
修工作有可能提前结束，请随时
做好来电准备。

黄岩供电公司
2017年8月15日

8月15日，黄岩人本爱心协会在位于嘉丽阳光广场、天长
南路等地的 5个“清凉驿站”开展“为环卫工人送清凉”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送上西瓜、凉茶，
给他们送去一丝清凉。据了解，该活动将持续到19日，期间每
天上、下午定时开展。图为环卫工人在收到西瓜后还开心地比
着“耶”。

本报记者 周丹艳 见习记者 许炀姿 摄

酷暑送清凉
环卫工人展笑颜

本报讯（通讯员 翁敏渊）“虽
然只是一个小牌子，但有了它，大家
对‘城市美容师’的身份更有认同感，
干活也更有劲了。”8月 15日，看着胸
前标注着自己姓名、从事工种、编号
的上岗证，负责洞天路保洁的环卫工

人杨翠娥高兴地说。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城区保洁

作业的精细化管理，让环卫管理工
作真正做到规范化、标准化、统一
化，区环卫处于 8月 8日开始实行环
卫工人亮证上岗制度。“环卫工人持

证上岗，不仅是环卫工人作业的凭
证，也有利于广大市民对环卫作业
质量进行监督。”区环卫处相关工作
人员说，该举措能更好地引起社会
对环卫工人的关注和关爱，当环卫
工人在发生紧急问题时，也能在第

一时间得到处理和救助。
据了解，区环卫处现有一线环卫

工人 400多名，肩负着城区道路清扫
任务。城区一线环卫工人按照东、南、
西、北区块划分，上岗证按区块依次
编号，实现一人一证一编号。

本报讯 （通讯员 叶露雅） 近
日，北城街道组织人员对企业进行安
全生产大检查。

工作人员走访了北城工业区企
业，并传达了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
指示和规定，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制
度 、安 全 技 术 操 作 规 程 的 执 行 情
况、消防安全、生产管理以及安全

管理台帐等方面进行了检查。在所
抽查的 5 家企业中，工作人员发现
企业在消防安全方面基本已经做
到位，消防通道保持畅通，消防器
材配备基本齐全，车间操作规范，
管理人员也掌握了一定的消防知
识。但在安全管理台账上，企业还
有欠缺，部分企业存在会议记录不

全、台账记录标准不符合要求等问
题。对此，工作人员要求企业立即
整改，在做好硬件设施的同时，要
跟上软件配套，做好台账等资料记
录。“台账的建立与完善也有利于
企业查找漏洞，总结经验，形成流
程化、规范化、系统化的管理，从而
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北城街道

工办工作人员说。
下阶段，北城街道将继续开展安

全生产检查行动，特别对企业特种设
备安全使用方面开展排查，以问题为
导向，建立问题清单，协助企业补齐
漏洞，坚决把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
处，不走过场，不留死角，杜绝安全事
故发生。

本报讯 （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章利益） 近日，北城街道“江山一品”
二期建筑方案评审会召开。

会上，与会人员在认真听取设计
单位汇报后，就如何协调项目商业与
居住的关系、如何优化建筑风格及户
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对如何进
一步优化方案、如何确保规划实施可
操作性、如何突显建筑特色等方面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江山一品”二期建筑项目位于拱
新大道南侧、二环西路西侧，凯亚城北
面，用地面积98469.29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302090.93平方米，共有住宅1483
套，其中商品房692套、安置房666套、
村民建房125套。该地块设计延续了南
侧江山一品一期地块“以人为核心”的
设计原则，强调“自然环境——住宅建
设——人”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通过
新古典主义建筑元素的运用，景观轴
线和不同空间序列的打造，形成丰富
的建筑外立面，体现环境的层次感和
整体性，以期形成永宁江畔高品质人
居筑品。

据了解，该项目将结合南侧一期
项目、凯亚城以及即将启动建设的江
北公园二期，共同打造成具有优美的
居住环境、完善的配套服务、丰富人文
内涵的综合商业及居住社区。

“江山一品”二期建筑方案
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素素） 近
日，富山乡对各村村级“三件大事”开
展年中督查，要求各村对照年初制定
的“三件大事”计划，进行全面自查排
摸，把握时间进度节点，保质保量争
取提前完成“三件大事”。

据悉，在今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富山乡新一届村“两委”成员集体谈
话暨打造“云上铁军”推进会上，该
乡参照区里“十件大事”模式，首次
创新提出村级“三件大事”，推出富
山乡各村 2017年个性化指数工作项

目，由辖区内的 16 个行政村分别认
领。各村村主职干部上报本村工作
计划，并从中筛选出各村的“三件大
事”。该乡将“三件大事”完成情况与
村主职干部绩效考核挂勾，以村干
部立“军令状”的形式加强基层干部

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助推富山发展
的铁军。

下阶段，该乡将专门组织督查
小组对各村“三件大事”进行实地
督查，确保各村“三件大事”平稳有
序开展。

本报讯（通讯员 刘 威） 近日，
平田乡反邪教分会召开反邪培训暨
反邪工作推进会，对今年新晋的专职
网格员进行反邪知识培训。

会上，乡反邪教分会秘书长就
如 何 开 展 反 邪 工 作 进 行 了 部 署 ，

并 对 各 村 专 职 网 格 员 进 行 了 培
训 。该 分 会 希 望 网 格 员 能 在 本 村
掀起反对邪教、破除迷信、崇尚科
学、传播文明的热潮，帮助群众认
清 邪 教 骗 人 害 人 的 本 质 ，增 强 遵
纪守法的自觉性。

通过培训，大家对什么是邪教、
邪教有哪些危害以及如何防范邪教
有了更深的了解。“反邪教警示教育
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网格员作为骨

干力量要将反邪教工作逐步推向每
户群众，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构
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平田乡
反邪教协会理事长李振勇介绍，专职
网格员是落实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
台”建设的重要一环，担负着信息收
集、安全巡查、政策宣讲、纠纷调解等
工作，该分会将用好这支队伍，推动
全乡的反邪教工作。

下阶段，平田乡反邪教分会将抓

好队伍建设，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反邪
宣传，为创建无邪教区贡献力量。

平田乡抓好队伍建设助推反邪教工作

北城街道开展企业安全生产大检查

我区四百多名一线环卫工人亮证上岗

城市美容师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富山乡开展村级“三件大事”年中督查

本报讯 （记者 蒋奇军 通讯员
胡 钧）近日，区安监局联合台州万祥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在区委党校举行全
区职业卫生企业主要负责人和管理人
员培训会，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职业
病防治主体责任意识，预防职业病，提
升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培训中，授课人员通过案例结合
相关法律条文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学
习《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生管理制

度、消防逃生及灭火理论、职业病危害
因素及分类等知识，强化企业作为职
业安全主体的责任意识，丰富职工的
职业卫生及消防意识。

据悉，培训为期3天，涉及喷涂、木
制家具、工艺品、塑胶、模具、花岗岩加
工等十余个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的68
家企业、112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
后，区安监局还组织参训企业负责人
及管理人员进行考试，并对合格人员
颁发了职业卫生培训证书。

近日，记者在秀水街人行道上看到，区市政管理处施工人员正在对破损的人
行道进行重新浇筑。由于该路段人行道年久老化，加上雨水侵蚀和车辆碾压，路面
破损严重，影响了市民出行和城市形象。区市政管理在发现此情况后处立即组织
工作人员进行修补，目前该路段破损处已完成修补，面积近250平方米。

本报记者 罗凯文 通讯员 余 记 摄

修补人行道方便出行

区安监局多举措提升职业卫生管理水平

集体培训充电防治职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