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 电 通 告

遗失声明

遗失 2015年 08月 21日由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核发的台州光耀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尧 副

本袁 注册号院 331002000111414袁 声明作废遥

2018年 1月 26日袁 由于配合线路工作袁 葭沚变

富强 424 线 4# 分支箱开关以下线路于 08院 30-12院

00停电遥 停电范围为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街道

水门村尧 乌石小区尧 椒江曙光汽车修理厂尧 椒江平
安水利发展有限公司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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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8日

1月 21日袁 在海门街道枫南社区袁 孩子们正在家长

和老师的指导下分享学习做蛋挞的乐趣遥 当日袁 该社区
的免费公益课堂正式开课了袁 每逢周末袁 公益课堂都将

为小朋友们开设各种课程袁 此举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

欢迎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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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江气象

1月 23日院 多云转阴袁 夜里阴有小雨袁 北到东

北风 3耀4级遥 日气温 5耀13益袁 市区水泥路面最高温

度 20耀22益曰 沿海海面北到东北风 5耀6 级袁 阵风 7

级袁 下午增强到 6耀7级阵风 8级遥

1月 24 日院 阴袁 局部有小雨袁 日气温 6耀10益曰

沿海海面北到东北风 6耀7级袁 阵风 8级遥
1月 25日院 阴有小雨遥

1月 26日院 阴有小雨遥
1月 27日院 阴有小雨遥

1月 28日院 阴有中雨遥
1月 29日院 阴转多云遥

椒江区气象台

2018年 1月 23日 08时发布

近日袁 中国创伤救治联盟 野台州市立医院创伤中心冶 建设单位签约揭牌仪式在台州市立医院举行遥 该中心成立后袁

台州市立医院将在中国创伤救治联盟的指导下袁 积极推进各项建设工作袁 提高我区的综合急救能力及严重创伤救治能

力袁 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和安全快捷的医疗急救服务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李

剑冤 东西被盗袁 即使案件破了但财物也

很少能追回来袁 这让很多人只能自认倒

霉袁 但区公安分局下陈派出所在严厉打

击各类侵财违法犯罪活动中袁 坚持 野破

案与追赃并重冶 理念袁 在 2017年破获
盗抢尧 诈骗等各类侵财案件 70起袁 追

缴赃款赃物 200余万元遥
群众对于侵财案件破案的期待更多

在于追回损失的财产袁 对此袁 该所引
导办案民警树立 野有赃必追袁 追回必

还冶 的原则袁 最大限度地挽回案件受

害人的损失遥 去年上半年袁 下陈某缝

纫机厂发生盗窃案袁 价值 100多万元的

缝纫机被盗袁 派出所接警后袁 集全所

之力侦办袁 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相继掌
握了嫌疑人的身份遥 所长洪高利带着

民警蹲守了数天袁 将涉案犯罪嫌疑人
捉拿归案袁 并循线追查袁 将已销售的

缝纫机全部追回遥

办案民警在办理侵财型案件时袁 只

要发现赃物被转移尧 变卖袁 或缴获赃物

后无法确定失主的情况袁 就循线查证尧

一追到底袁 尽最大努力为受害人挽回损

失遥 去年 5月袁 一村民家一万多元现金

被盗袁 民警陈帅第二天就抓获了犯罪嫌
疑人袁 但是被盗现金已被全部挥霍遥 因

嫌疑人是外地人袁 失主担心赃物追不回
了袁 可陈帅抓住追赃环节不放袁 多方联

系袁 动员嫌疑人及其家属退赔赃款遥 最
后袁 嫌疑人家属终于把钱悉数送到派出

所袁 使失主得到补偿遥

去年 8月袁 一受害人的手机被偷袁

但失主没有报案袁 民警朱天锋根据线索

破案后袁 通过视频一路追踪找到失主袁

失主还不信自己的手机已经被追回院
野我以为手机找不回来了袁 所以就没有

报案袁 没想到民警这么快破案袁 还帮我
把手机追回来了遥冶 朱天锋说院 野侵财

型案件的嫌犯作案后袁 往往将赃款挥霍

一空袁 追赃工作难度很大袁 有时追赃比

破案投入的精力还要多袁 但追回来了还

给失主袁 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袁 觉得付出

最多也值遥冶

按照 野有赃必追袁 追回必还冶 的工

作思路袁 在去年的第二场返赃会上袁 该
所将破案追缴的现金尧 车辆尧 缝纫机尧

电视机尧 首饰尧 电脑尧 手机等价值 160
余万元的财物编号后袁 返还给失主遥

野在办案过程中袁 我们要民警站在
受害群众的立场想问题袁 把成功追赃

作为检验破案的标尺袁 最大限度减少

群众的财产损失袁 使群众满意遥冶 洪高

利说遥

破案与追赃并重挽回群众损失
下陈派出所一年破侵财案 70起尧 追赃 200余万元

本报讯 渊记者 林琦冤 作为南方城

市袁 冬季历来都是阴冷的主战场遥 经历

了一周的阴天袁 又是雾气又是连绵细

雨袁 空气中似乎总有挥之不去的浓浓水
汽袁 所幸袁 周一的阳光让大家又找回了

晴朗的干爽感觉袁 不过袁 遗憾的是这样
的好天气不多袁 本周仍然以湿冷的阴雨

天为主遥

据区气象台预计袁 本周多阴雨天
气袁 气温缓慢下降遥 本周唯一的好天气

只在本周一尧 周二袁 大家要抓紧时间洗
晒洗晒遥 周二夜里耀周日以阴雨天气为

主袁 沿海海面有持续 8耀9级偏北大风袁

人体感觉阴冷曰 周日有一次中雨过程曰

下周一阴转多云遥 本周最低气温 3益耀

5益曰 最高气温 14益耀16益遥

另外袁 关于 野下雪冶 的传闻已经沸

沸扬扬地传很久了袁 南方人对于 野下

雪冶 这件事的执着袁 想必大家都能理

解袁 只不过袁 最近的这拨 野下雪冶 传

闻那都是别人的事袁 从周三开始影响
本地的冷空气强度较弱袁 云系偏多袁

气温偏高袁 野下雪冶 和椒江之间还是
遥遥地隔着银河呢遥

虽然 野下雪冶 是等不到了袁 但是这
个月还是有一些小美好值得期待的袁 本

月 31日将发生一场月全食遥 我国紫金

山天文台历算室发布消息称院 野这次月

食中国可见袁 其中中国西部还能见带食

而出袁 其他地区也可见到月食的全过

程遥冶
而且很特别的是袁 这次月食有一个

很美的名字袁 叫 野蓝月亮冶遥 不过袁 这
并非指蓝色的月亮袁 而是在天文历法

中袁 当一个月出现两次满月时袁 第二次

满月就被赋予一个浪漫神秘的名字要要要

野蓝月亮冶遥 1月 2日已经出现一次满月袁

所以这次 1 月 31 日满月就是所谓的
野蓝月亮冶遥 野蓝月亮冶 每隔 32 个月才

出现一次 袁 所以英文里还有谚语用
野Once in a blue moon冶 来形容罕见的

事呢遥 如果到时天气好的话袁 大家也许
在自家阳台上就能观赏袁 这也算是寒冷

冬天里的小幸福吧遥

本周多阴雨 湿冷再次登场

本报讯 渊记者 林琦 通讯员 陈

灵冤 日前袁 2017年度台州市政府质

量奖获奖名单揭晓袁 我区浙江星星

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袁
这是自 2009年台州市政府质量奖设

立开始袁 我区获此殊荣的第 6 家企
业遥

台州市政府质量奖是台州市政

府设立的最高质量奖项袁 由台州市

政府审定批准尧 表彰和奖励袁 授予

为台州市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

企业或组织遥 截至目前袁 我区获市
政府质量奖的还有新杰克缝纫机股

份有限公司尧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尧
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尧 宝石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尧 方远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遥

野该奖项主要通过政府给予的最

高质量荣誉来激励企业不断提高质

量管理水平袁 促进企业在产品质量尧

工程质量尧 环境质量尧 服务质量上

的提升袁 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遥冶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质量与标准化科相关负责人表示遥
近年来袁 为促进全区企业质量

水平提升袁 区市场监管局大力实施

野三强一制造冶 战略袁 鼓励企业采用

卓越绩效经营管理模式袁 促进企业

追求卓越尧 提质增效袁 提升竞争力遥

该局坚持 野企业为主体尧 部门

协调尧 政府主导冶 的发展思路袁 引

导企业健全品牌管理体系袁 提升品
牌质量水平尧 夯实品牌发展基础尧

打响品牌知名度袁 对争创企业做好
培育指导尧 协调和帮扶遥 同时袁 围

绕商标尧 名牌产品和标准制定对企

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尧 政府支持政策

和树立品牌价值理念优势等重点内

容袁 加大宣传力度袁 帮助企业提升

品牌意识袁 营造品牌建设氛围遥 该
局还依法严厉打击商标侵权假冒尧

伪造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尧 无证生产
等违法行为袁 为企业发展营造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袁 促进全区企业质
量水平整体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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