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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防范“泰利”

——
— 我市各地严阵以待积极做好防台准备
攒商报记者 胡木水 林晓燕
楼一强 卢丽珍

13日20时位于北纬25.6度、
据浙江天气网13日21时消息，
今年第18号台风
“泰利”
东经125.4度，
在
距离宁波象山东南方向约550公里的洋面上。
预计
“泰利”
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
受台风
“泰利”
影响，
移动，
强度维持或略有加强，
最大可能于14日夜里到15日在我省沿海北上转向。
我省沿海地区及海面部分出现了8-9级，
局部9级以上的大风。
预计我省沿海风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连日来，
我市各镇街紧急部署，
严阵以待，
积极做好台风
“泰利”
的各项防范工作。

苏溪镇

大陈镇

昨日，苏溪镇召开紧急会议，对防
汛防台各项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会议
要求，全镇上下务必时刻关注台风最
新动向，
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一是思想上要高度集中。宁可十
防九空，也不可一次无防，用实际行动
做好应对准备。
二是积极排除隐患，做
好巡查工作。对辖区危旧房、简易工
棚、地质灾害点、
山塘水库等进行逐一
排查，实行动态管理，
对危险区域内农
户及时进行就近安置转移，同时要及
时疏通好镇区和各水利工程的雨水排
放管。三是做到及早预警。要求各网格
责任人在岗在位，明确24小时值班
制，做到早部署、早安排、早预防。四是
宣传到位，
通知到位。
充分运用宣传橱
窗、电子屏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等载体
做好宣传，通知村民做好防汛防台准
备，
切实把防台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昨日上午，省市防汛防台视频会
议后，大陈镇立即行动，紧急部署，要
求各工作片、职能科室和镇所属相关
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工
作。
一是强化台风预警。密切关注可

稠城街道
昨日，稠城街道召开防台风工作
会议，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全面排查隐
患，
明确防御重点，全面落实各项防御
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班子领导和社区负
责人值班带班制度。
班子成员带队，分
头到各联系社区检查指导防台防汛工
作，
重点排查危旧房、向阳下片有机更

后宅街道
昨日上午，省市防御第18号台风
“泰利”视频会议后，后宅街道立即组
织召开街道防指成员会议，全面部署
防御工作。
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立即开展
山塘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危旧房、
在建工地等进行全面排查，特别是要

城西街道
受台风“泰利”影响，昨日下午3时
30分许，在市区稠州中路411号门前，
人行道树枝被一阵狂风吹断，砸中停
放在路边泊车位上的4辆轿车。事发
后，交警、园林、保险公司等方面力量
迅速赶到现场展开处置。
商报记者 刘军 摄

昨日上午，
城西街道组织召开防
台工作会议，落实各项防台抗台措施，
要求做到领导到位、责任到位、
措施到
位、
人员到位，积极做好迎战强风暴雨
的准备。
一是统一思想，明确责任，
落实防
汛各项措施。认真落实各项防台工作
责任制，主要负责人亲自抓，分管负责
人具体抓，全面考虑问题与难点，
主动

能到来的台风降雨情况，
利用短信、
微
信、广播等平台，对各村(居)负责人、
网格长、
农业大户及时进行预警。二是
实施动态管理。
由各村居网格长负责，
对辖区危旧房、
简易工棚、地质灾害点
等进行逐一排查，
实行动态管理，对危
险区域内农户及时进行就近安置转
全镇共有
移。
三是开展山塘水库检查。
小二型水库6座，1万方以上重要山塘

72座，小型山塘200余座。为确保大
坝安全，要求各有关单位依据自身
情况，做好蓄水把握。四是严肃值班
纪律。镇全体干部工作员和村(居)
干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
确保信息畅通，发现险情及时上报、
处置。五是做好应急物资准备和救
灾队伍组织，各村民兵和平安服务
队员随时待命。

新区块、
工程施工现场、
高空广告牌、
城
市易内涝点的安全风险隐患，
并督促整
改。对于城镇危旧房住户，
逐户上门提
醒，做好防台动员，
并积极做好部分危
房住户人员财产转移和腾空工作；
对人
流密集区域的高空广告牌视情采取加
固或拆除等措施进行防范，
同时设置警
示标志，提醒行人注意；
加强向阳下片
拆除作业、
精品街外立面改造工程以及
在建工地的现场管理，保障施工安全。
二是落实专人对辖区内“四河一溪一

江”、泮塘水库等河道水系开展每日
巡查，加强动态监测预警。三是强化
防台宣传。
通过网格平台、
微信、
短信
等方式，
及时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最
新动向，指导市民做好防御工作。同
时，成立由党员志愿者、同年哥平安
服务队等320多人组成的志愿服务
队、
应急救援队，
即日起开展夜间巡
查，随时应对突发抢险任务。目前，
各社区均对防台工作作了全面部
署，各网格责任人已进岗到位。

加强地质灾害点和危旧房的巡查，实
时关注，
发现问题及时排除；
明确街道
主任、工作片主任、村(居)主任为防台
第一责任人，要求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进一步强化网格责任制，由网格长全
面负责本网格防汛各项工作，遇到险
情须第一时间到现场，抓紧落实；要确
保值班值守到位，值班人员要在岗在
位，及时接听值班电话，如遇特殊情
况，要及时报告和应急处置，
其他人员

须听从街道指挥部统一调度，保持
手机24小时畅通，并要求村所有主
职干部无特殊情况不得外出；要确
保措施保障到位，全力保障防汛各
项经费到位，对防汛物资进行再检
查，确保到位。与此同时，强化宣传，
利用手机短信、微信群、爱后宅公众
号等媒介发布气象信息、防汛防台
抗旱知识，增强群众防汛知识，提高
群众遇险自救能力。

防御。
严格落实责任，
切实把各项防台
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二是突出重点，
全面排查，
强化
防灾避险工作。组织力量对主要河道、
水利设施、
在建工程等进行一次全面彻
底的排查工作。重点地段，
落实专人加
强值守，
加大巡查监测力度，
及时预警，
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安全转移，
对山
塘水库、
河道、
水闸等水利设施进行排
查，安排好排涝设备；
对种植户进行设
对大棚设施进行加固；
对辖
施安全检查，
区内主要道路尤其是山区道路的安全

隐患进行排查。三是严守纪律，加强
值守，加强预警预报工作。
落实值班
备勤制度，
实行24小时值班制。
所有
执勤、值班人员必须在岗在位，严格
遵守规章制度，
切实履行岗位职责。
做好后勤保障，
抢险应急分队全员待
命，配备好相关设备。确保通信联络
畅通，及时上报各项工作情况，一旦
出现重大汛情和险情，
迅速按预案组
织好各项抢险救灾工作。
四是积极预
防，提前准备，努力把台风带来的损
失降到最低。

市网上虚拟科协成立

系省内首家
攒商报记者 王婷

本报讯 昨日，作为综合服
务平台的义乌市网上科协正式
上线。这是市科协借助优质外
力开展网上科协建设的一次探
索实践，同时也是省内首家网
上科协。
义乌市网上科协专门面向
全市科学工作者，将按照组织
联建、成员联动、资源联享、阵
地联用、载体联通、经费联筹的
机制，做到活动常态化、特色
化，运行务实高效，形成共同参
与、开放互动、全面覆盖、富有

我市首批
三个公路服务站建成投用
攒通 讯 员 倪 佳
商报记者 卢丽珍
本报讯 日前，市公路管理
局通过多次实地走访，并结合
当地规划，在东黄线、杨横线、
杜上线三处分别设置了公路服
务站。至此，我市首批三个公路
服务站均已建成投入使用。

接下来，市公路管理局将
按照普通公路服务站建设
“ 十 三 五 ”规 划 要 求 ，有 序 推
进 全 市 公 路 服 务 站 建 设 ，把
生态文明理念和技术融入公
路 服 务 站 建 设 全 过 程 ，加 强
公路服务站的管理和维护，
保障公路服务站建设与环境
发展协同推进。

离退休老干部党建工作
培训班开班
攒商报记者 龚盈盈
本报讯 日前，我市离退休
干部党建工作培训班开班，全
市各镇街、机关部门分管负责
人和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共
150余人参加培训。
举办此次培训，既是落实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
休干部工作的意见》精神的重

要举措，也是加强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建设的重要环节。其目
的是全面提升离退休干部党组
织建设整体水平，切实推进离
退休干部党员“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把从严治党要求落
到实处，更好地发挥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和党支部书记凝聚老
同志、引领老同志的重要作用，
助力世界“小商品之都”建设。

稠城地税分局
推行
“网格化”
税收管理模式
攒通讯员 王鲁民
本报讯 从9月份开始，市
地税局稠城分局对稠城、北苑、
江东、稠江、城西等5个街道的
纳税人逐步实行属地化、网格
化管理，建立起“政府领导、税
务主管、财政保障、部门联动”
的税收社会化管理服务模式。
前段时间，通过市场监管、
安检等部门及社区工作人员的

急救大练兵

成效的网上科协工作新格局。
在版块设置上，将开设网上科
协“网上科技工作者之家”专门
网页，包括走进网上科协、科协
动态、科学普及、学会工作、农
函大、院士工作站、政策驿站、
科技人员心声、会员展示等9
个版块，提供网上交流、科学普
及、科技展示、政策宣扬等在线
功能，为网民提高科学素养、普
及科学知识、解决实际困难提
供良好、便捷的互动平台。同
时，通过网上展示，提高科技工
作者的成就感与美誉度，促进
科研能力提升。

共同配合，稠城地税分局对实
行“社区+部门+税务”三位一
体的“网格化”税收管理服务模
式进行了走访调研，目前已对
企业信息实现了共享对接，同
时进一步加强了税收征管。据
悉，推行“网格化”税收管理服
务新模式，能有效解决税务机
关征管力量不足、涉税信息不
畅、税源控管不严、个体税收征
管不到位等问题。

执法部门查处一燃气黑窝点

9月10日至11日，我市首届院前急
救知识和操作技能竞赛在市急救中心
举行。
此次大赛共有来自市域范围内的
14个急救站(点)的28名急救骨干参加。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选手们围绕理
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同台竞技。比赛激
发了院前急救医护人员刻苦钻研业务
技术的热情，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商报记者 吴峰宇 摄

攒通 讯 员 孙春燕
商报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日前，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廿三里大队经过周密部
署，取缔了藏匿于廿三里街道
埠头村的一处燃气黑窝点。
近日，有群众举报称，埠头
村东侧路边一处小房子内有人

在暗中销售瓶装燃气，疑似燃
气黑窝点。廿三里大队立即组
织人员前去查看，经查，当事人
方某无法提供瓶装燃气经营许
可证，执法队员当场查扣煤气
瓶42只。目前，廿三里大队已
对当事人未取得瓶装燃气经营
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进行立案
查处。

义乌市人民政府

义乌在全省首推电子身份证
与实体身份证具有同等效力

攒商报记者 张云飞
本报讯“入住请出示身份证”
“买票
请出示身份证”
“对不起，请凭身份证办
理业务”……出门在外如果您忘了带身
份证，
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尴尬场景。
9月12日，义乌市公安局微信电子
身份证申领系统正式上线。据了解，该电
子身份证在义乌市范围内与实体身份证
具有同等效力，
具有唯一性。
无论是本市
常住人口，
还是外来建设者，
都可以通过
“义乌公安政务通”微信公众号进行申
领。有了电子身份证，
办理各项业务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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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方便许多。
为保护个人隐私，针对不法分子的
别有用心，市公安局与公安部三所、
腾讯
科技合作，采用先进的“ 人 脸 识 别 ”技
术、
“ 活体检测”技术，归集个人信息；
电子身份证与微信用户绑定，仅限申领
用户查看使用；与公安联网实现人员数
据实时比对校验，多重手段确保人证匹
配、数据准确；在义乌市居住6个月以
内的流动人口在申领电子身份证同时，
系统将自动判断居住时长，免费为其发
放电子居住证明(可作为在义乌市居住
证明使用)。

“目前系统初步上线，
处于试运行阶
段。”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身
份证件之一，我市在全省首推电子身份
证申领，可为我市“最多跑一次”网上办
事工作提供实名认证功能，在各政府部
门行政审批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同时，
市
公安局积极拓展电子身份证在全市各类
生活、工作应用场景，如网吧上网、酒店
住宿、
交通出行、水电费缴纳等方面进行
应用，
努力实现市民出行无忧。
记者体验了电子身份证的申领，发
现操作流程非常快捷：
第一步，关注微信
公众号
“义乌公安政务通”
，点击“证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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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电子身份证申请”。第二步，点
击快速验证，上传个人身份证的正反
面，页面下方会自动显示姓名和身份
证号码。第三步，牢记界面显示的数
字，然后点击下一步，开始录制视频，
要求个人的正面照清晰入镜，并且用
匀速的语速读出刚刚记住的数字，完
成后点击使用视频。第四步，视频比对
成功会显示验证成功信息，然后点击
下一步，如未比对成功返回第三步重
新录制视频。第五步，显示电子身份证
申请成功，可在“我的卡包”中查看本
人电子身份证。

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义政通[2017]3号
为进一步增强市民的防空
意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
《 浙江省<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浙江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
理办法》和《浙江省防空防灾警
报试鸣制度》关于进行人民防
空、防灾警报试鸣的规定和要
求，经研究，决定于9月18日进
行例行性防空警报试鸣。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
防空警报试鸣时间定于
2 0 1 7 年 9 月 1 8 日 0 9 ：3 0 —
10：03。其中09：30—09：33

为预先警报，09：45—09：48
为空袭警报，10：00—10：03
为解除警报。
二、试鸣信号
防空 警 报 试 鸣 的 音 响 信
号 为 ：预 先警报（鸣36秒，停24
秒，
反复三遍，
时间为3分钟）
；
空
停6秒，
反复十五
袭警报（鸣6秒，
遍，
时间3分钟）
（连续
；
解除警报
鸣响3分钟）
。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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