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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台州市智敏锻造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4734530844T；牟式敏，身份

证号：330323197011298017

本机关于2020年10月16日向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

2020年10月30日送达。因无法以

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现依

法向当事人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台环路罚听告字〔2020〕60-1号、

60- 2 号)，内 容 ：智 敏 公 司 罚 款

237120 元，牟式敏罚款 56960 元。

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路桥分

局领取（电话：0576-82409131），逾

期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不服，可在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台

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椒江区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

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月2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遗失李剑红由台

州绿城房地产有限公

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发票代码：

233001390144，发票号

码：00126681，发票金

额：壹仟万圆整，声明

作废。

遗失台州市椒江

区白云街道殿后陶股

份经济合作社开户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3450006278305， 编

号：3310-06648598，法

定代表人（单位负责

人）：陶仙根，开户银

行：浙江台州椒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区支行，账号：

201000084392483， 开

户日期：2019年6月26

日，声明作废。

遗失玉环汇果居

水果商行公章一枚，编

码：3310211001689，发

票专用章一枚，编码：

3310211001690，法 人

章邹运召一枚，声明作

废。

遗失浙岭渔74016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证

书编号：（浙岭）船登

（ 籍 ）（2018） HY-

100758 号；渔业船舶

所有权登记证书，证书

编号：（浙岭）船登（权）

（2018） HY- 100641

号，声明作废。

遗失黄付军浙江

省医疗住院收费票据

一 张 ，票 据 代 码

31301， 电 脑 号

9601587， 住 院 号

02110355，住院日期：

2020 年 11 月 22 日 -

2020年12月1日，共9

天，合计金额：壹仟陆

佰陆拾玖元伍角，声明

作废。

天台县烟草专卖

局遗失办案文书证据

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十二份（一式四份）（编

号 为 0150639-

0150650），特此声明作

废。

遗失浙江鑫基阀

门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法人章各一枚，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3310210189388，法人：

陈金水，法人章编号：

3310210189387，声 明

作废。

遗失玉环寅远机

械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公 章 编 码 ：

3310210142532，声 明

作废。

遗失临海市永丰

镇永贤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452004297401，开

户行浙江临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永 丰 支 行 ，账 号

201000207340493， 声

明作废。

遗失由温岭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

1 月 17 日核发的台州

市铁建混凝土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001MA29Y30W

4W，声明作废。

遗失台州市铁建

混凝土有限公司公章

一 枚 ，公 章 编 码 ：

3310010141421，声 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台州市铁建混凝

土有限公司经表决通

过，决定注销，清算组

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

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

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债权。

台州市铁建混凝

土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1日

一、优秀县（市、区）
椒江区、黄岩区、路桥区、临海

市、温岭市、玉环市、天台县、仙居
县、三门县

二、优秀集体
椒江区：椒江区传媒中心 椒

江区洪家街道
台州商贸核心区 椒江区卫生

健康局
黄岩区：黄岩区东城街道 黄

岩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 黄岩

区委组织部
路桥区：路桥农商银行 路桥

区路桥街道
路桥区路北街道 路桥区桐屿

街道
临海市：临海市纪委 临海市委

组织部
临海市卫生健康局 临海市交

警大队
临海市江南街道
温岭市：温岭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 温岭市科学技术局
温岭市泽国镇 温岭市温峤镇
玉环市：玉环市传媒中心（广播

电视台）
玉环市行政服务中心 玉环市

大麦屿街道
玉环市干江镇党委 玉环市清

港镇
天台县：天台县人民法院 天

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台县白鹤镇党委政府
仙居县：仙居县商务局 仙居县

官路镇 仙居县湫山乡
三门县：三门县传媒中心 三

门县交通运输局
三门县环境综合整治委员会
市直单位：台州市人民检察院

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台州市农业农村局 台州市生

态环境局
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台州市交通投资集团 台州市

体彩中心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台州市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台州

供电公司
台州广播电视大学（台州社区

大学）
三、优秀个人
椒江区
优秀通讯员：张亚妮 郁成飞

何文斌 李晴
积极通讯员：王康艺 张天临

钱国丹 陈怡 葛培兴
陈连清 程和平 翁筱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王健镕
黄岩区
优秀通讯员：余喜华
积极通讯员：戎怡 张良 梁

海刚 江有来 黄伟
沈小华 王颖星 王淑燕 王仁杰
翁敏渊 陈建华 蒋忠慧 喻跃翔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黄微
路桥区
优秀通讯员：王保初 庄向娟

蒋友青
积极通讯员：林宝聪 王国洋

於徐阳 曹笑笑
吴晨怡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王恩兴
临海市
优秀通讯员：叶明銮 徐三见
积极通讯员：徐丽娇 李鸿

方永乐 彭连生 郭建利
吴践帆 谢纯辉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陈耿 卢

靖愉
温岭市
优秀通讯员：江文辉 (松门）

王军荣 刘振清
黄晓慧 林颐 张鲜红 舒幼

民
积极通讯员：王建平 叶满河

林绍禹 郑莎 赵青新
金云国 王英础 江文辉（箬

横）郑林怡
李剑峰
玉环市
优秀通讯员：段俊利 吴达夫

詹智 倪建军
积极通讯员：王敬 张凌瑞

何伟峰 林巍 柯韫珮
刘竹柯君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曹思思

张 荣
天台县
优秀通讯员：范伟锋
积极通讯员：杨日龙 张梦瑶

林华强 周余丽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徐平
仙居县
优秀通讯员：王直回 王华斌
积极通讯员：曹红兵 张飞远

杨坚 陈月明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张光剑

周国平
三门县
优秀通讯员：鲍雯霞 林利军
积极通讯员：朱曙光 刘丛进
报道组优秀工作者：李贝妮

章海英
市直单位
优秀通讯员：潘敏超 章云龙

蔡铭耿 余顺广
积极通讯员：张广星 王晓剑

张林忠 张文志
张影 鞠贵芹 鲍人省 储伏

龙
褚树俊 王婷 梁立新

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
2021年1月14日

2020年度通讯报道工作优秀集体和优秀个人名单

本报讯（记者泮永翔）1月 19日，
浙江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会上，
网络生态“瞭望哨”工程台州探索入选
浙江省 11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
项目，受省表彰。

近两年来，我市在深化网络“理事
长”制度基础上，以天台县为试点，市
域一体化推进网络生态“瞭望哨”工程
建设，积极打造“重要窗口”网络舆论
高地的台州样本。这项工程也是我市
打造全国市域社会治理标杆城市和平
安中国示范城建设的有力抓手。

网络生态“瞭望哨”工程是由宣
传、网信部门主导，市、县、镇、村四级
联动，以网络内容管理和风险防控为
核心，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为重点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全场景工作体系。通
过这项工程，准确快速感知网民心态、
掌握基层状态、预判网络动态。

按照“上云、布哨、练兵、建制、保
障”的“五步法”实施路径，全市已经选
拔哨兵 6633人，初步实现各乡镇（街
道）、村居（社区）及重点部门、重点行
业全覆盖，共上报有效信息8万多条；
9个县（市、区）建成瞭望哨指挥中心，
各乡镇（街道）完成分哨台建设，2313
个村居（社区）完成哨所建立；同时还
明确了哨兵的网事服务职责，走好网
上群众路线，截至目前，已开展网事服
务5000多次。

依托“云瞭望”平台的智能管控，
我市以智赋能，推进多维度管网治网，
实现基层网络治理有人“理事”、有场

“议事”、有制“管事”，实现网络生态治
理的新提升。当前，网信部门建立优质
内容“共享池”，健全正能量推送机制，
发挥哨兵的“大喇叭”作用，形成正能
量宣传强势。

网络生态“瞭望哨”工程
台州探索受省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邓焱阳 记者李寒阳）
“嘀！体温正常。”近期，不少市民在乘
坐公交车时都会留意到一个白色的盒
子发出这样的提示音。

这是安装在公交车内的红外线自
动测温仪。乘坐公交车的市民朋友只
需将额头或者手腕内部置于测温点
前，即可进行测温，测温结果会在“嘀”
的一声后进行语音播报。测温后，显示
超过 37.2℃的乘客，仪器会播报体温
偏高，若多次测量结果仍超过标准则
无法乘坐公交车。

“针对目前疫情情况，市民日常
乘车时仍需主动出示健康码以及佩
戴好口罩。在此基础上安装红外线测
温仪给市民乘客多了一道安全屏障，
让乘车更加安全、放心。”台州公交集
团智慧交通公司工程运维部副经理
吴伟熙说。

据悉，1月初台州公交集团在108
线路公交车上已率先投入使用自动红
外线测温仪。目前，已完成近300辆车
的安装，预计下周将完成全部1451辆
公交车的安装工作。

市区公交车配备
自动红外线测温仪

本报讯（记者何 赛）为响应市
委、市政府“我在台州过大年”的倡
议，1月 20日，台州广播电视大学推
出百万礼包助推企业稳工稳产活动。

据悉，在春节前后，报读台州电
大开放教育的企业员工或个人，将享
受“百万”助学礼包，实行学费优惠减
免。其具体政策内容包括：个人报读

台州电大开放教育专科或本科学历
提升，每生减免500元学费；企业组团
报读台州电大开放教育专科或本科
学历提升，10 人以上每生减免 1000

元学费；30人以上每生减免 2000元
学费。

据了解，该活动推出 1000 个名
额的学历提升、技能培训费用优惠
举措，报读台州电大开放学院、路桥
学院均可享受此大礼包。疫情期间
为保障安全，台州电大还提供了QQ
群、微信、电话等多渠道线上报名方
式。春季班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年 3
月20日。

台州电大推出百万礼包助力“就地过年”

春节前后报名 学费优惠减免

本报通讯员何家欢

1月份以来，浙江诚峰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的人事干部忙着走访，向员工宣
传春节留台过年的政策福利，统计留台过
年人数。该公司人事干部告诉笔者，目前，
已有15位外来务工人员打算留下过年。

“疫情防控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打

算正月安排留下的员工在台州旅游。”
该公司总经理张建军说，公司不仅准备
了年夜饭，还给予留台过年员工每人
1000元的额外奖励，正月加班除工资外
还有每天200元的补贴。过年期间，公司
的员工宿舍和食堂也正常开放。

这波暖心福利让不少原本犹豫
的外来员工决定留下来。

面对冬春季疫情期间企业出现
人员“淡季”的情况，浙江三进科技有
限公司提出企业人员流通的设想。峰
江街道联合辖区内各大企业，推动建
立峰江街道内企业用工互通平台，确
保冬春季疫情期间人员的流通。

“我们的平台还在不断地进行完
善和摸索，公司通过信息的互通，对用

工需求信息进行交流，实现人力资源
共享，让留台人员在春节期间能够得
到更多的福利。”浙江三进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郑卫国说，对于春节期间
留台外来人员，公司将发放两档现金
补贴，一档是1400元，一档是2100元。
公司还为优秀员工制作日常生活小视
频，发送给他们远方的亲人。

此外，峰江街道也准备了各种暖心
活动和礼包。“我们将针对留台务工人
员的需要，通过公众号提供更多优惠服
务。”峰江街道常务副主任王凌说。

峰江：过年留下来 福利滚滚来

本报讯（记者周国平）“姥姥、姥
爷，我今年不回来了，留在仙居过年
了……”1月 20日晚上，在浙江万事
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务工的广西籍
员工蔡树红与女儿一起拿到仙居县
人社局和企业发给的红包和过年物
品，拨通了老家亲人的电话。

往年，蔡树红都要回家与亲人团
聚。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企业动员

外地员工留在企业，为抗击疫情出一
份力，在厂里工作10多年的蔡树红积
极报名留下。

公司副总经理顾时伟介绍，今年
企业生产任务很紧，欧美的客户等着
要货，如果这些熟练工回家，公司马
上就要招人。幸好75名员工大多数留
在企业过年。

“我们为这些员工准备了年货，

同时也发放了红包，加上政府补贴，
大家领到了多重大礼。”副总经理王
卫星说。

为了留仙的外地员工过一个有
意义的大年，当晚，县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县慈善总会开展了“留仙
过大年、四百暖人心、网上云拜年”活
动，从全县留下过年的四川、贵州等
22个省份民工中挑选了 100名建档

立卡户、100名外来务工子女、100名
困难职工和100名一线技工进行重点
慰问。县人社局向每人发放了 500元
的慰问金和物品，同时安排 8家企业
为部分员工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并
与县传媒中心合作，通过网上进行

“云拜年”。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决定留在

仙居的外地员工有6000多人。

仙居：外地员工领到多重大礼
留在台州过大年

1月20日上午，椒江区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前
所敬老院，开展“温暖腊八节、暖心敬老情”健康巡诊服务，为老人量血压、测血糖，
讲解防疫知识，并为老人送上腊八粥。 本报记者李昌正 本报通讯员程心怡摄

1月20日，大寒节气，路桥的党员志愿者与台州家私城、香枣树素食馆等商
户一起走上街头，将连夜熬制的100多桶近万碗腊八粥，分发到环卫工人及行人
手中，为他们送上冬日里的一份温暖。 本报记者陈伟华 本报通讯员林汝秋摄

腊八节 敬老情

腊八粥 暖人心

本报记者章雪瑶

近日，曾亲历三门县蛇蟠滩涂围
垦的邵茂虎因病逝世，享年 87岁。老
人的离去，让熟悉他的人感到十分悲
痛和惋惜。

他是队员口中有魄力、能吃苦的
“老虎头”；他是子女眼中只闻其名、
难见其人的“名人父亲”；他是各级领
导 心 中 乐 于 担 当 奉 献 的“ 老 黄
牛”……“围塘老人”虽然走了，但给
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有威信、有魄力、能
吃苦，跟着他不管再苦再累
的活都能铆足干劲。”

上世纪70年代初，时任亭旁区邵

家公社邵上大队长的邵茂虎带领大
队40余名队员，第一批奔赴蛇蟠进行
滩涂围垦。

邵胜章是当年与邵茂虎并肩围
垦的“战友”，也是邵上村的老书记。
忆起当年，他忍不住感叹：“那个时候
真的不容易啊！茂虎接到任务之后提
前去蛇蟠踩点，但是当时岛上一片荒
芜，要在短时间内找到能够容纳那么
多人的地方属实不易。”

不停奔走和搜寻，终于，邵茂虎
在岛上找到了一处石洞，也就是现在
蛇蟠乡的热门观光景点——野人洞。
那时的野人洞貌如其名，不仅杂乱潮
湿还偶有落石，只能勉强遮风挡雨。

没有挖土机、推土机、运输车，所
有的开采和运输都得依靠人工来完
成，岛上滩涂的泥软软的，一脚下去
一个深窝，正常行走都很困难，更别
说肩挑背扛了。加之来自山区的众人
对如何围塘一无所知，这项工程变得
更加艰巨。

为此，邵茂虎多次登门请岛上的
居民指导他们熟悉海上船运和“打溜
棍”（沿海群众利用水的润滑和人工
推力近距离接力运输土方的方法），
带领队员们单凭一块溜板、一根溜
棍、一张泥弓，打溜运泥，夯基筑堤。

“他总是冲锋在前，扛起最重的
石料。我们一般一次都只能扛140斤，
但是茂虎每次都能扛300斤！”邵胜章
话语间满是钦佩，“围塘需要候潮赶
工，每天他都是第一个起床叫醒队
员。他有威信、有魄力、能吃苦，大家
都叫他‘老虎头’，跟着他不管再苦再
累的活都能铆足干劲！”

“夏季台风肆虐、冬天
寒风刺骨，他却能够坚守7
年……”

“夏季台风肆虐、冬天寒风刺骨，
他却能够坚守7年……”这是女婿邵瓴
榜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的一句话。去年7
月，邵茂虎突然因病倒下，在病床前，一
家老小再一次听他回忆围垦往事。作
为曾经的亲历者，邵瓴榜深深为之动
容，便用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1977年冬天，正值蛇蟠围垦二期，
也到了滩涂围垦的关键环节——堵缺
口。当时围垦的总工程师认为堵缺口
风险巨大，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且一旦失败就会前功尽弃，以当
时的情况判断：不建议采取行动。

然而，缺口不堵，每当涨潮时就
难以继续围塘，且很难再进行粮食种
植。“缺口必须堵！”邵茂虎与时任亭
旁区委书记、蛇蟠塘围垦总指挥的叶
崇富，共同承担起“堵缺口”的风险。
他们带领120余名工友，合理安排、科
学施策，耗费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终
于完成了所有堵缺作业。

时年 16岁的邵瓴榜就曾前往蛇
蟠参与堵缺。“当时连穿草鞋都是奢
侈，大伙只能赤脚踩在结了薄冰的海
涂上，偶尔在水底踩到黄泥才能暂缓
冰冻。”邵瓴榜说，年少的他面对高强
度的工作和恶劣的环境，仅一个星期
就举手投降，“因为亲身体验过，所以
我更加佩服老丈人的责任心和毅力。”

沿海地区常有台风光顾。从1973
年到 1979年，整整 7年，每当台风肆

虐，洪潮吞噬海堤时，邵茂虎总是带
领突击小分队在第一时间重建闸口。

1979年，邵茂虎的围垦任务告一
段落，可他却一直待在岛上开展后续
工作，直到 1988年才真正告别蛇蟠，
回到亭旁老家。

“小时候苦恼有个‘名
人父亲’，长大后才明白他
为什么那么受人敬重。”

邵茂虎离开亭旁奔赴蛇蟠之时，
家中最小的女儿仅 9岁。“小时候，我
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平日
里见不到他，却总能从广播里听到他
的名字，以前被同学提起，我还老是
不开心。”小女儿邵爱玲说。

从那时候起，邵茂虎便以蛇蟠为
家，每次回亭旁总是匆忙拿了些粮食
和衣物就离开。“他推着手推车走的，
说要去借粮食和‘打溜棍’的工具。”
邵茂虎的老伴说，那时候围垦人员众
多，但是粮食和工具的数量却很少，
为了不让队员们饿肚子，也为了顺利
开展围垦，邵茂虎只身一人徒步前往
各个乡镇，向当地的老百姓借粮借
物，最远走到了现在的浦坝港镇。

如今，三门蛇蟠围垦纪念馆已经
建成，邵茂虎的名字和照片被收入馆
内，“围塘领路人”几个大字赫然在
目。正是因为有了邵茂虎这样一批不
畏艰难的开荒者，三门垦荒壮举才得
以完成。他们筑起了 20余里长的海
堤，围垦了1.5万亩肥田沃土。现今的
蛇蟠塘，每年可为亭旁人民增收4000
万元，早已成为一座“蓝色银行”。

“围塘老人”留下的精神财富
““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彰显核心价值观

邵茂虎老人（中）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