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鞋市
街道

龙方村 276户

灯塔村 75户

德政村 256户

南郊
街道

划龙桥村 397户

横渎村 312户

南汇
街道

滨江
街道

蒲州村 727户

黎二村 298户

杨府山涂村 650户

双桥村 19户
广化
街道

洪殿村 5户

鹿城区3015户 龙湾区3016户 瓯海区3011户

新联村 416户

联谊村 376户

永中
街道

蒲州
街道

江前村 242户

黄山村 455户

黄石村 550户

龙东村 105户

金岙村 15户

瑶溪
街道

状元
街道

三郎桥村 750户

教新村 107户
海滨
街道

河西村 43户

林桥头村 390户

潘桥
街道

娄桥
街道

吕家土夅村 111户

东风村 134户

将军村 142户
景山
街道

林村村 312户

塘西村 675户

梧田
街道

三垟
街道

池底村 357户

上垟村 673户

新桥村 174户
新桥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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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车站大道737号（温职院成教学院行政楼211办公室）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是由国家能源局颁发的

一种资格证书，属国务院批准的行政许可项目。

我院旨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不同文化程度的学

员有效地掌握电工进网作业和许可证考试所必备

的理论和实操知识，考试通过率高。

2016年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考试培训

88373419 88373973

今年市区城中村改造
拟完成签约9042户

去年，市区已启动新一

轮城中村改造工作。根据

2015～2017 年城镇棚户区

改造实施方案，市区重点实

施范围为鹿城区、龙湾区、瓯

海区所涉及的 71 个行政

村。去年，温州完成16个行

政村的整村连片改造签约

3000户以上。

按照“3 年内基本完成

71个行政村的签约，5年内

全面完成旧房拆除并开工建

设安置房项目”的总体目标

要求，2016年计划安排新增

整 村 签 约 任 务 9042 户 以

上。其中，完成16个行政村

的整村签约6735户（新启动

的9个3441户，继续实施的7

个 3294 户）；完成新启动的

11个自然村1237户的整村

签约；完成6个区块1070户

的签约。计划安排完成改造

户数6600户以上。

温都记者 吕进科

温都讯 昨天，记者从
市府办下发的《关于下达
2016年温州市区城中村
改造工作计划的通知》获
悉，2016年市区计划完成
城中村改造签约任务
9042户以上，包括16个
行政村整村、11个自然村
以及6个区块的签约。

C
微纪事

温都讯 2015浙江教育

十大年度新闻人物、浙江教育

十大年度影响力人物评选结

果日前揭晓，温州实验中学信

息教师戴小红获“十大年度新

闻人物”称号，洞头区东屏小

学美术教师董芳蕾获“十大年

度影响力人物”称号。

戴小红1999年开始在温

州实验中学任教，从2012年

开始实验中学在国内率先将

创客教育全面纳入学校课程

体系，将创客教育逐步发展

成为学校创新能力培养的新

途径，戴小红参与了该校创

客教育起草、改革、推广的全

过程。温州实验中学校长倪

彤评价：“戴小红是温州实验

中学创客教育第一人。”

洞头区东屏小学从2006

年开始成立快乐贝壳屋、石

头点卵石社、渔灯社等社团，

将洞头民间工艺引入校园，

架起洞头民俗与美术教育的

桥梁，而董芳蕾就是该校卵

石画课程的授课教师。任职

10年来，董芳蕾20多名学生

的卵石画作品在《少年文学

之星》等省级刊物上发表。

温都记者 杜一川

我市两教师入选省教育年度人物

B
微关注

每次航班换季，不少航

空公司都会适时推出新的航

线新的航班。

国内航线方面多点开花：
各运营航空公司保持或略有

增加温州至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昆明、成都、重庆、西安、

郑州等国内重要航线航班运

力。同时，东航新开每周4班

青岛-温州-汕头航线；成都

航新开每日1班温州-贵阳-

丽江航线；重庆航加密温州-

重庆-西宁至每日1班等。

地区航线方面持续加
料：国航加密温州-台北至每

日1班；华信航维持每周5班

温州-台北航班运力；港龙增

加每周3班温州-香港，届时

温州-香港航班运力达到每

周10班。

国际航线方面有大动
作：各公司继续执行温州-浦

东-罗马、温州-大阪、温州-

静冈、温州-济州等正班航

线，东航计划于6月恢复执行

温州-罗马直飞航班；国航、

德威航空分别新开每周 3 班

温州-首尔正班；东航恢复每

周3班温州-曼谷正班。越南

捷星太平洋航空新开温州-

越南海防航线；泰国新时代

航空继续执行每周3班温州-

曼谷；菲律宾长滩岛、越南芽

庄、岘港、暹粒等航线也都在

恢复计划中。

通讯员 徐恺 邹家骞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航班换季
后天起增加台北、香港等航班

温都讯 记者昨日获
悉，3月27日零时至10月
29日，温州机场将执行新
的夏秋季航班时刻。新航
季，根据销售系统和包机
计划，温州机场每周计划
航班1318架次，日均188
架次,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 8.57% ，环 比 增 长
6.0%。

温都讯 由温都陈忠慈

善工作室联合瑞安伯特利慈

善基金开展的“你去献血，我

为你点赞”公益活动今天启

动，呼吁市民捋袖献血，用爱

心为生命加油。

据市中心血站介绍，每

年我市供血总量约25吨，供

血服务对象辐射浙南闽东，

位列省内地市级中心血站之

首。而春季是我市用血紧张

的时节，特别是急救医疗用

血，呼吁市民奉献爱心，参与

无偿献血。

瑞安市血站有关负责

人称，瑞安市各大医院总用

血量达到 2.6 吨左右，由于

“用血人多、献血人少”，血量

供应不足，需要从温州市区、

乐清、苍南等地血站调集补

缺。

活动期间，瑞安市伯特

利慈善基金将在瑞安发动

“千人无偿献血活动”。献血

时间：3月25日至3月27日；

地点：瑞安玉海广场；联系电

话：13958831258。

无偿献血相关事宜及注

意事项，可登录温州市中心

血 站 网 站 http://www.

wzxz.org/查询。

温都记者 陈忠

“你去献血，我为你点赞”
3月25~27日，瑞安玉海广场有千人献血活动

D 微联播

“万象城杯”网球赛明天开幕
记者昨从温州市网球协会获悉，2016“万

象城杯”温州2小时交通圈网球混双比赛将于

明天在温州大学网球中心开幕。本次赛事吸

引了杭州、宁波、丽水、宁德、台州等温州2小时

交通圈范围内的160多名选手参赛。

温州2小时交通圈网球赛事是我市独创

的、跨省域的城际网球交流赛事，旨在加强与

周边地市间的网球技术交流，进一步推动温州

网球运动的开展，促进温州网球技术水平的提

高。本次比赛由市网球协会主办，瓯海区网球

协会承办，温州大学网球中心、迪奥斯网球俱

乐部协办，华润置地森马实业（温州）有限公司

冠名赞助。

市网球协会主席何向荣说，希望将来全国

各地的网球好手都能来到温州，一边打比赛，

一边交更多的朋友。 叶海鹏

昨天凌晨4时50分，市区过境公路三维桥

的限高门又“受伤”了。一辆丽水牌照的重型

半挂牵引车途经时迎头撞上，将整个门框撞得

支离破碎外。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辖区交警称，去年年初，交警部门对三维桥

实施限制交通，禁止大型载客汽车，重、中型载货

汽车通行，并在两侧设立限高门，今年年前还在

限高门上设置警示牌并安装爆闪灯。但仍屡次

被撞，算上这次已是第5次被撞毁。杜一川 朱宬

喂，我有限高的！
市区三维桥限高门第5次“受伤”

“红袖章”助力G20保平安
昨天，瓯海举行平安志愿者G20峰会安保

启动仪式，500多名“红袖章”志愿者参加活

动。近年来，瓯海警方积极借助社会力量参与

平安建设。2015年，全区已建成群防群治队伍

129支，专职调解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966

起，通过群众举报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400多人，破获各类案件100多起，有效补充了

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建设。 通讯员 瓯井轩

《芈月传》将改编成昆剧
前天，温籍作家蒋胜男与上海昆剧团“联

姻”，就《芈月传》改编成昆剧进行合作签约。

温籍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说，今年1月

份她来温州“昆瓯艺术周”演出时，拜访了蒋胜

男，开始有了创作昆剧《芈月传》的想法。80多

集的长篇电视剧改编成戏曲故事并不是那么

简单，故事内容的浓缩提炼，舞台方式的展现，

都需要突破。对此，她和蒋胜男沟通交流了2

个多月，下一步将着手剧本的改编。

据介绍，昆剧版《芈月传》分为上下本，时

长4个小时，将对剧本进行更加唯美化的表达，

更多地用音乐、舞美表现故事内容。两位温籍

艺术家表示，如果昆剧《芈月传》演出效果好，

有可能来温演出。 叶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