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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城事一览

温都讯 记者从温州肯恩大学获悉，8月21日，该校考

点GRE考试恢复，来自全国各地的56名考生报考，考位报

考率达100%。

据介绍，该校GRE考点于今年1月正式揭牌，作为浙南

唯一的GRE考点，为浙南闽北地区的考生带来极大便利。

计划参加GRE考试的考生可以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GRE

考试报名系统查看考位信息(https://gre.neea.cn/)，在华

东地区下选择“浙江温州”考点前往该校参加考试，已报名

其 他 考 点 的 考 生 也 可 以 选 择 转 考 至 该 校 考 场 。

温都记者 华晓夏

温都讯 温州大剧院方面前天透露，剧院将于9月首次

启动全面大修工程，计划明年上半年完工。大修期间，各类

演出暂停。

此次工程将围绕剧院核心设备系统（舞台机械、灯光、

音响系统）、公共区域、外围景观等方面进行整体改造升级。

自2009年12月26日正式营业以来，温州大剧院累计

举办中外各类演出近1700场，30余个国家的知名演出团体

与世界顶级艺术家登台表演，逾130万人次观看演出。

温都记者 叶锋 通讯员 叶曼茜

温州大剧院
下月启动大修

温都讯 由鹿城区人民

政府主办的“中国鞋都”招商

推介会近日在广州顺利落

幕。现场有10余家企业表达

了“强强联合”合作意向。

推介会以驻粤港澳大湾

区“双招双引”组专题推介

“中国鞋都”向“世界鞋都”跨

越战略方案开场，现场嘉宾

踊跃发言。在随后的自由交

流环节，巨一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新濠畔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国晖皮革贸易有限公

司、广州市闳博贸易有限公

司、佛山市欧美克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代表，

纷纷就如何融合温粤两地鞋

产业发展优势献计献策，现

场氛围热烈。

此前，鹿城区驻粤港澳

大湾区“双招双引”专班已在

温州鞋都一期举办了首届

（2020）粤温鞋产业融合交流

会，与来温粤商进行了高端

鞋革材料、制造设备、设计产

品等方面的初步合作交流。

本场活动进一步构筑了温粤

两地企业合作往来的桥梁，

翻开“政企合作、企企合作”

新篇章。

鹿城区委组织部、鹿城

区发改局、鹿城区投资促进

服务中心参加本场专题推介

会。

温都记者 郑荣

通讯员 刘飞 林露露

温粤鞋企精英对话跨越战略

最美温州人
践行核心价值观

温都讯“没有温州人的

极力救治，就没有我的今

天。感谢温医大附一院，感

谢温州市委组织部。温州的

大爱，我将铭记一生！”昨天，

台州玉环市龙溪镇凤凰村党

支书蔡灵明这样说。8月 5

日他突发脑溢血，一场跨越

两座城市的紧急救援，挽回

了他的生命。

8月初，台风“黑格比”登

陆，蔡灵明连续40小时忙碌

在抗台一线。8月5日凌晨2

时，他突发脑溢血被送进玉

环市人民医院（温医大附一

院玉环分院）。温医大附一

院玉环分院常务副院长冯建

武得知消息后，紧急联系温

医大附一院，并联合专家对

蔡灵明病情开展研判。同

时，台州市委组织部联系温

州市委组织部，请求转院到

温医大附一院救治。温州市

委组织部联系上温州医科大

学党委，同时组建包括医生、

家属、两地属地干部在内的

“紧急救治”微信群，就病人

病情、诊治力量、手术安排等

问题进行线上沟通协调。

蔡灵明送到温医大附一

院时，经历了3次肢体抽搐。

时间就是生命。8月 5日晚

上9时左右，院方手术团队决

定以最快速度进行开颅手

术，微创清除脑内血肿。经

过连续3个多小时的努力，8

月6日凌晨2时左右，手术获

得成功。

8月 10日，蔡灵明情况

明显好转，可以自主吃饭、说

话，医院将其从NSICU转移

到普通病房。5天4夜，蔡灵

明在病房期间，医院神经外

科团队予以细心照料，还通

过“紧急救治”群向属地党委

和病人家属通报情况。

蔡灵明出院时，激动地

拉着医护人员的手不停感

谢，“在很多场合，我听到温

州人敢闯敢拼，但在这场抢

救我的接力中，温州人再次

展示了他们的另一面，那就

是高效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大

爱精神。”

叶锋 王艳琼

台州的村支书蔡灵明突发脑溢血，跨城生命接力上演

“温州的大爱，我将铭记一生”

温都讯 8月31日（周一）下午3:00~4：30，市医保局局长彭魏滨将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

务热线，听取广大群众对医保待遇政策、经办服务以及打击基金欺诈骗保行为等方面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欢迎广大群众届时参与交流，方式如下：1.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电话88961345；

2.登录温州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参与网上交流（点击进入访谈室）；3.发送邮件至 xianchangjiet-

ing@wenzhou.gov.cn，请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反馈。 温都记者 华晓夏

市医保局局长彭魏滨下周一接听12345

温州肯恩大学考点
恢复GRE考试

温都讯“村里开了家五

金厂，排出大量废气，严重影

响村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

够处理。”日前，鹿城区山福镇

双溪村的多位村民向温都全

媒 体 （ 微 信 公 众 号 ：

wd88868886）反映了工厂废气

扰民的问题。鹿城区生态环

境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企业环

评等手续齐备，也按照规定设

置了废气净化设备。考虑到

处置后的废气对邻近村民仍

然存在一定影响，在生态环境

部门的协调下，企业承诺将于

今天停产，迁移至工业园区

内，以减少对群众的生活影

响。

双溪村位于鹿城区西北

部，地处瓯江南岸，村内山水

秀丽，是当地有名的生态

村。不久前，一家五金厂租

用了村委会大楼对面的房

屋，用于开展五金配件压

铸。加工中需要对金属边角

料进行回炉熔化，这一过程

中会产生一些气体。

“厂房边上就是村办公楼

和寺庙，都是村民日常常去的

公共场所。”当地村民告诉记

者，工厂生产的时候，常常会

排出阵阵黑烟，随风飘到周边

的居民区，“味道特别刺鼻，闻

了让人忍不住想咳嗽。”担心

烟气有毒害，村民们多次和企

业负责人沟通，对方却表示自

己已办理相关环评手续，属于

合法经营。

对于村民反映的情况，记

者日前联系上温州市生态环

境局鹿城分局进行核实。“今

年7月开始，我们就收到了村

民的反映，多次前往现场检

查，”鹿城生态环境分局藤桥

环境监察中队负责人介绍，经

过现场核查，他们确认企业已

经按规定办理了环评手续，现

场也加装了废气治理设施，通

过布袋除尘、水喷淋、除雾箱、

活性炭等环节对废气进行净

化后再排放。

鉴于村民反映强烈，生态

环境部门随后要求企业先行

停产，同时委托具备资质的第

三方机构对所排放的废气进

行检测。检测合格方能复工，

否则将予以处罚。根据8月8

日出具的报告显示，废气的颗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浓度均符合国家标准。

“虽然检测达标，但考虑

到废气对周围村民的确带来

了许多负面影响。民生问题

无小事，我们为此也多次和企

业主沟通，建议进一步提升废

气治理水平或者搬到更适合

的地方生产。”辖区环境监察

中队负责人介绍，在他们的建

议下，企业负责人日前已经在

周边一处工业园区内选定了

新厂房，位于双溪村的这处厂

房下一步将改做企业仓库，将

从今天开始停止生产作业。

温都记者 谢树华

鹿城区山福镇双溪村的多位村民跟本报说“担心”——

“这家工厂黑烟刺鼻，闻了忍不住要咳嗽”
经生态环境部门协调，企业将迁入工业园区，把对居民影响降至最低

为深入开展新时代“最美浙江人”学习宣传活动，

大力弘扬残疾人自强精神，推进浙江残疾人事业高质

量发展，省委宣传部、省残联联合开展浙江省第二届

“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评选活动。8月20日下午，

第二届“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发布会在杭州举行，

12人获评“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10人获提名人

物奖。其中，温州市文成县黄坦镇杜山村作家包珍妮、

温州市浙江正昌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吕心为获评“最美

浙江人·最美残疾人”。 来源：温州发布

包珍妮
罹患脊髓性肌

肉萎缩症（SMA）,坚

持写作近 7 年,凭借

唯一能动的右手大

拇指，在手机上创造

出《予生》《故乡游》

《草》等高品质的诗

和歌词。

吕心为
8 岁时，因触电

失去双臂，成为肢体

二级残疾，现为浙江

正昌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他每年办理

大量案件，获得了社

会各界广泛赞誉。

包珍妮：只有一根手指能动还创作出近百篇诗歌
吕心为：失去双臂用法律为弱势群体维护合法权益

“最美浙江人·最美残疾人”揭晓，温州2人上榜

受有关单位委托，定于2020年8月31日14时在鹿城区瑞豪水心饭店
二楼会议室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废电池一批
二、展示及咨询报名：即日起至2020年8月30日16时，接受咨询并提

供相关资料，有意竞买者凭有效证件，向本公司交纳保证金后到瑞豪水心饭
店会务组办理报名竞买手续。本次拍卖标的竞买人仅为企业法人，竞买人
必须具备浙江省内危险废物经营资质（标的须提供浙江省环保部门颁发的
危废许可证核准经营为900-044-49）。

三、看货时间：2020年8月29日至2020年8月30日
四、看货地点：温州市洞头区渔业批发市场内(原燕子山边防派出所旁)
五、咨询报名联系：18157722999 0577-81769999王先生

浙江中利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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