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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 2012 年 06 月 15 日

由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椒江
分局核发的台州市椒江天朗眼
镜厂营业执照正本袁 注册号院
331002650009684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 2015 年 05 月 20 日

由台州市椒江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渊王卫平冤
营业执照正本 袁 注册号 院
331002650017797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王卫平税务登记证正

本 袁 号 码 院 浙 税 联 字
3326011971082220450A号袁声
明作废遥
遗失 2012 年 09 月 07 日

由台州市椒江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台州市椒江红日眼镜
厂营业执照正尧副本袁注册号院

331002650011474袁声明作废遥
遗失台州市世晟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正
本 袁 号 码 院 浙 税 联 字
331001068379408 号袁 声明作
废遥

清算公告
台州麦瑞可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袁法定代表人院刘小华袁注
册号院331000000003753袁 拟向
公司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袁请债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袁清算组负责人院胡光荣袁清
算组成员由胡光荣尧隋波组成袁
特此公告遥

台州麦瑞可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2017年 9月 22日

银日前袁 河道管理人员正在海门河 渊葭沚街道

段冤 内巡视遥 这条椒江的 野母亲河冶袁 全长 8.9公

里袁 由西向东贯穿葭沚尧 白云尧 海门 3个街道袁 经

过多年的疏浚清淤尧 截污纳管尧 沿河整治尧 河道美

化等综合治理袁 如今焕然一新袁 成为椒江的一道新

风景遥 尧 本报通讯员 陈 宇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李琴 通讯员 杨斌冤

野没想到我开车接了个电话袁 就被电子监

控设备抓拍吃了罚单遥 看来以后得提高

警惕袁 好好专心开车遥冶 日前袁 市民杨先

生在交警部门一边处理罚单一边埋怨自

己开车不该打电话遥
为保障市民安全尧 文明出行袁 9月 5

日袁 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率先在市
区的 137个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启

动开车接打手机抓拍功能遥 据统计袁 实

施半个月来袁 有 300余名驾驶员因 野此冶

中招袁 面临罚款 50元袁 记 2分的处罚遥

在市交警局交通违法监控录入平台

上袁 记者发现袁 开车时接打手机的违法

驾驶员数量还真不少遥

野你看这张是 9月 12日 18时 01分袁
一辆奔驰轿车在市府大道市政府门口前

由东向西行驶袁 车内一名男司机开车时

打电话曰 这张也是 9月 12日 7时袁 一辆
中华牌轿车在东环大道永安亭菜场门口

由北向南行驶袁 车内一名女司机拿着手
机在打电话袁 要是有意外出现袁 后果不

堪设想遥冶 一名工作人员边摇头边说袁 他

都替这些边开车边打电话的司机捏了不

少汗遥

野现在有不少司机袁 边开车边接打电

话遥 开过车的都有经验袁 当你分神干别

的事儿袁 肯定降低车速袁 这势必会带来

通行效率低下袁 一辆车慢个一两秒袁 看
起来问题似乎不大袁 但对于整个城市交

通系统而言袁 一秒两秒累计起来就是一
个巨大的量遥冶 交警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袁 开车打手机的违法行为平时容易被

驾驶员忽视袁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袁 开车

使用手机的反应速度比酒驾还要慢袁 发

生车祸的概率比正常驾车更高袁 同时袁

刹车的反应速度也会减慢袁 一旦发生意
外袁 后果十分严重遥

交警部门希望广
大驾驶员袁 一定要引

起重视袁 严格自律袁
做到驾车途中不接打

使用电话袁 以减少安

全隐患袁 避免发生事

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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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王卫君冤 年龄大了袁

行动迟缓尧记忆减退袁很多人认为这很正

常袁是老人野老化冶的现象袁而实际上袁这

很可能是野老年痴呆症冶袁也就是阿尔茨

海默病遥9月 21日袁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

日袁今年的主题是野记得我爱你冶袁旨在呼
吁大众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更多关

注袁及早发现袁早期诊断袁早期干预遥
野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袁患阿

尔茨海默病的人逐年增加遥 这个群体也

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遥 冶台州市立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医师梁海燕说遥

梁海燕介绍袁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

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病袁 患病后存在记忆

下降尧语言表达障碍尧认知功能障碍和人

格改变等症状袁目前尚无特效治疗遥随着
病情的加重袁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袁

他们不认识配偶尧子女袁穿衣尧吃饭尧大小
便均不能自理袁 给患者的家庭带来无尽

的痛苦和烦恼遥目前袁阿尔茨海默病已成

为继心血管疾病尧恶性肿瘤尧脑中风之后

的第四大杀手遥

陈阿姨是一位 60多岁的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袁如今的她不仅不记得家里人袁

连吃饭的能力都已丧失袁 每天靠保姆一

刻不离地贴身照顾遥万一保姆有事情袁陈
阿姨就由子女轮换着贴身跟随袁 大家不

敢有一丝疏忽遥 野我母亲现在什么都不记
得袁我们最怕的就是她走失袁如果她一走

出去袁真的很难找遥 冶陈阿姨的女儿说遥

而像陈阿姨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遥

那如何才能预防阿尔茨海默病钥

野早发现早治疗袁这能延缓病情的发

作遥 冶梁海燕说遥 她建议子女要关注老人

的初期征兆袁 阿尔茨海默病最初的征兆

就是失忆遥年纪大了袁看看你最近是不是
特别爱忘事? 如果只是偶尔忘了但事后

能慢慢回忆起来袁这都是正常现象遥但如
果经常忘事袁且有些事刻意去记还会忘袁

事后还想不起来袁 这就最好到医院做个

检查遥 平时要鼓励老人多参加社会活动袁

多跟人聊天袁不要闷家里袁保持体育活动

锻炼袁适当吃一些维生素 E等遥

对于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袁 梁海

燕再三建议老人身边不能离人遥 野在医院

我们有手环袁 写有老人的名字和电话号
码遥 患者在家时袁亲属最好给老人做一个

胸牌袁写上名字和电话号码袁走失时可以
联系遥 冶

近年来袁 我区也加大了对患阿尔茨

海默病老人的关注度袁通过 96345平台袁

对 60岁以上的老人及不同年龄的阿尔

茨海默病等患者发放爱心黄手环袁 防止

老人走失遥 当您在大街上看到佩戴黄手

环的老人时袁 请注意他可能需要您的帮

助浴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要要要

老年人经常忘事袁别不当回事浴

2017年 9月 27日袁 由于配合线路工作袁 枫山

变市区 221线以下线路于 08院 00-12院 00停电 渊遇
雨顺延冤遥 停电范围为海门街道建设路尧 椒江党校尧

椒江清修寺尧 椒江广播电视台枫山顶尧 东海绝缘

厂尧 台州市椒江鑫达电器机械厂尧 椒江区鑫鑫五金

仪表厂遥 给客户带来不便袁 恳请谅解浴

国网浙江台州市椒江区供电公司

2017年 9月 20日

9月 22日院 多云到阴袁 局部有阵雨曰 北到东北

风 3耀4级遥 日气温 23耀29益袁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
度 37耀39益曰 沿海海面北到东北风 5耀6级阵风 7级遥

9月 23日院 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袁 日气温
24耀29益曰 沿海海面东北风转东南风 5耀6 级阵风 7

级遥

9月 24日院 多云袁 局部阵雨遥

9月 25日院 多云遥

9月 26日院 多云遥
9月 27日院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遥

9月 28日院 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遥

椒江区气象台

2017年 9月 22日 08时发布

近日袁 海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60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工作遥 通过这一活动袁 老人
们真切享受到了免费接种疫苗的惠民政策袁 使政府为民

办实事项目真正走进群众心中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通讯员 林柳吟 摄

渊上接 A版冤

据统计袁 扫码借车从今年 4月份开始试点袁 5月份全面开
通至今袁 短短 6个月不到时间袁 借车量已经达到了 98万次袁

扫码借车和刷卡借车的比例达到了 1:5袁 短短几个月内就成为

借车的主要方式之一遥 尤其在高教园区及周围尧 世纪联华 渊市

府大道店冤 等学生尧 年轻人较为密集的场所袁 扫码借车的使用

量甚至超过刷卡借车量遥

野目前公共自行车网点主要集中在主城区和开发区袁 乡镇
街道的网点数量只有约 60个袁 接下来袁 我们将继续向新建小

区以及各乡镇街道延伸袁 满足广大农村百姓的需要遥冶 台州市
公共自行车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遥 另外袁 还将更新公

共自行车 5000辆遥

公共自行车伴你绿色出行

我区警方成功破获野1996窑9窑14冶特大抢劫杀人案
渊上接 A版冤

今年 9月 4日袁省公安厅部署开展

命案及重大社会影响案件积案攻坚专

项行动袁椒江因野1996窑9窑14冶特大抢劫

杀人案主要案犯罗某未归案被列为全

省重点县市遥
市尧 区公安部门高度重视袁 区委

常委尧 公安分局局长朱怀宏领衔攻坚袁
抽调侦察尧 视频尧 技术尧 网警等专业

力量 30余人重启侦查遥 专案组对案件

资料尧 痕迹物证尧 历史线索进行全面

梳理袁 逐一回访历年来参与侦查尧 追

捕的民警袁 围绕罗某亲戚尧 同乡尧 同

学等各类社会关系全面开展定向调查遥
野罗某能够潜逃 21年袁 我们判断

他极可能使用了虚假身份信息遥冶 在当

天召开的 野1996窑9窑14冶 特大抢劫杀人

案通报会上袁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董世

虎说遥 他们专案组综合各相关情报信
息开展追查遥

9 月 10 日袁 案情终于有了突破遥

专案组发现与罗某年龄相仿的同村人

吴某松信息存疑袁 相同时间内分别在

温州鹿城尧 台州温岭办有暂住登记遥

经查袁 吴某松并未到过台州遥 9月 15

日袁 刑侦大队长胡海杰尧 重案中队指

导员张杰带队前往温岭新河开展循线
调查遥 有本地群众辨识罗某照片后袁

反映其三尧 四年前曾在朋友厂内见过
此人袁 后确认所谓的 野陈师傅冶尧 野陈

继松冶 即本案逃犯罗某袁 遗憾的是端

午节前已离职遥 专案组判断罗某可能

潜回凤凰遥

9 月 16 日袁 董世虎率 11 人追捕

组赶赴湖南省凤凰县开展定向缉捕遥
追捕组会同当地刑侦大队走访获悉院

近期曾有疑似相貌的人员在凤凰前兵
房路附近出没遥 于是逐条甄别住宿登

记信息袁 秘密排查近 200家民宿从业
人员遥 功夫不负有心人袁 追捕组发现

一民宿前台工作人员相貌与罗某疑似袁

经秘密拍摄辩认后袁 确认为逃犯罗某遥

9 月 19 日下午 16 时许袁 追捕组

会同当地刑侦大队在 野梓馨小筑冶 附

近成功将罗某抓获归案 遥 罗某对

野1996窑9窑14冶 椒江特大抢劫杀人案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遥 他表示袁 年轻时

犯下的罪总是要还的袁 21年来他从没
睡着过遥

野这起特大抢劫杀人案一直是我们
公安分局的重点案件和遗憾遥 我六七

年前从事刑侦工作后就多次前往凤凰

调查这起案件袁 现在案件终于告破了袁

笼罩在我们头上的乌云终于散了遥冶 千

里追凶回来的重案中队指导员张杰也

松了口气遥
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遥 1996

年 9月 14日至 2017年 9月 19日袁 岁
月轮回整整 21周年袁 通过几代刑侦人

的不懈努力袁 野1996窑9窑14冶 特大抢劫
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遥 受害者

家属送上的 野神警雄风 罪犯克星冶 锦

旗也深深映在群众的心上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