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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游泳，千万戴好“跟屁虫”
本报记者 夏婕妤
夏天游泳，水库凉爽也危险。上周
六上午，由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新连
心”党代表工作室、市公安局水上分
局、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共同发起的
“珍爱生命·守护平安”——2020 温州
市防溺水公益行动走进龙湾区瑶溪水
库，向游泳爱好者宣讲水库游泳的“安
全须知”，并告诉游泳爱好者，水库游
泳千万戴好“跟屁虫”
。

水库游泳
比泳池、河流更危险
龙湾区瑶溪水库，因水清、景美日
益成为龙湾居民夏日游泳的“圣地”。
今年入夏后，每天来瑶溪水库游泳的人
多达数百人次，尤其是清晨 6 点多，水
库下水游泳的人络绎不绝。据龙湾区游
泳协会会长孔繁林介绍，来这里游泳的
人以瑶溪周边的居民为主，其中也包括
部分在龙湾区务工的新温州人。
选择到水库游泳的人很多，但在水
库游泳与泳池、河流相比，危险系数直线
上升，每年都有溺亡的事件发生，因此。
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民警林柱精心“ 备
课”
，总结出水库游泳的三大危险因素。
他说，首先是水库的水比较深，有
的地方深达十几二十多米，而且水面与
水底温差较大，游泳者进入水中极易抽
筋；其次，库底地形复杂，杂草丛生，
深浅不一；第三，一些水库下装有引
水、提水设备，会造成水流湍急且易形
成涡流，游泳者极易被水流卷走。
因此他提醒广大游泳爱好者，若无
安全准备，切莫下水库游水。

“下水游泳，一定要带好‘跟屁
虫’，哪怕你是游泳老手，技术再好也
要防备万一。”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
的工作人员逐一叮嘱游泳者，别把“跟
屁虫”当累赘，它在水里好用又安全。
平常，它套在游泳者的腰上，轻巧又不
妨碍前行，但万一游泳者水中出现危
险，它就成了“保命锁”，轻轻一拽，
靠在胸前能救人一命。
此外，市公安局水上分局还制作了
防溺水的“七不”守则等宣传牌，告知
游泳爱好者们水库游泳的“安全须
知”。如没有同伴，单独一个人外出游
泳最容易出危险，而中小学生最好不要
在水库游水。同样，有身体疾病，饱食
或过饥、剧烈运动或繁重劳动后也不适
合下水。
接下来 ，“ 珍爱生命·守护平安 ”
2020 温州市防溺水公益行动还将按原
定计划开展守护行动，为这个夏天在水
中嬉戏、游泳的市民提供一份安全保
障。热心市民可以拨打温州日报“党报
热线”88869996；也可以直接将爱心
款、“跟屁虫”实物送至公园路 105 号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新连心”党代表工
作室 （“党报热线”接待室），还可汇
款至市慈善总会温州日报分会账户。

戴好
“跟屁虫”
为游泳系好
“安全带”
水库游泳，危险重重，怎样才能确
保游泳者的安全？在林柱宣讲的同时，
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将
400 个“跟屁虫”分发到当天在瑶溪水
库准备下水的游泳者手中。

市公安水上分局
的工作人员向游泳爱
好者宣讲防溺水的安
全守则。

市慈善总会温州日报分会账户
户名：
温州市慈善总会
开户行：
建行
账号：
33001623535056000072-0004
柜台现金汇款，请务必在汇
款单上注明“2020 防溺水公益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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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送清凉 关爱暖警心

“防溺水公益行动”走进瑶溪水库——

本报记者 庄越
实习生 陈佳雯

关注着你的关注

盛夏骄阳似火，瓯
越 大 地 持 续“ 烤 炉 ”模
式，不少市民都对出门
望而却步。然而，在烈
日炎炎下，有这么一群
人，
他们坚守在高温下，
奋战在道路一线，用汗
水换来了交通的顺畅和
市民的出行平安，他们
就是——温州交警。
7 月 29 日，由温州
日报报业集团
“新连心”
党代表工作室发起、杭
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助
力的
“关爱最可爱的你”
活动先后来到温州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大
队、二大队，
为在一线的
路面交警送上一份“清
凉”
，传递社会的关爱。
“我们能做的很有
限，就是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来做点实事，交警
在前方为我们保驾护
航，我们在后方为他们
送去清凉。”杭州顶津
食品有限公司浙南营业
部温州所长陶利军说，
交警每天顶着烈日在路
面开展工作，非常辛
苦，正是有了他们的守
护，才有了道路的通
畅、有序，才让老百姓
更有安全感。
接过矿泉水，交警
们都表示非常感谢。二
大队大队长耳震云说：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
关心，
这让我们的辛苦变得更有价值。”
据悉，这是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首
次为
“关爱最可爱的你”
活动助力。在该活
动启动后，
公司就主动找到本报，
愿意捐出
250 箱矿泉水、软饮等为活动添砖加瓦。
一直以来，杭州顶津食品有限公司一直都
热心公益事业，
今年疫情期间，
他们向全市
各大救援队捐出上千箱饮品、矿泉水，
2019
年 8 月超级台风席卷温州周边，他们向大
荆镇政府捐赠 1000 箱水，岩头救援队捐赠
1000 箱水。
接下来，“关爱最可爱的你”活动，
还会相继为困难党员、建筑工人、快递小
哥等送上爱心。

市级事业单位招考周六开考
8118 人参加 设 9 个特殊考场
本报讯 （记者 孙余丹）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
2020 年温州市市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选调笔试于本周六开
考，共有 8118 名考生参与。此次考试设有 7 个考点、338 个考
场，
其中特殊考场 9 个。
据介绍，当天所有考点将于考前 1 个半小时开放，并严格
组织人员检查考务人员和考生的
“健康码”
和体温。考生进入
考点时须佩戴口罩，
出示
“健康码”
“
。健康码”
为绿码且健康状
况正常，
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37.3℃以下）的，可参加笔试。
对于“健康码”非绿码的，以及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或国（境）外旅居史的考生，
如果无相关症状，
须提
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或既往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检测
阳性）的证明材料；有相关症状的考生，须在浙江省定点医院
进行诊治，并提供考前 7 天内 2 次（间隔 24 小时以上）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材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考生为既往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及密切接触者，
应当主动向参考地人
事考试机构报告。除提供考前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材料
外，
还须出具肺部影像学检查无异常的证明，
方可参加笔试。
记者了解到，9 个特殊考场是为当天有相关症状的考生
准备，考场内开窗开门、桌子间隔两米，考生须全程佩戴口
罩。特殊考场原则上不超过 5 人。
市人力社保局提醒，
请广大考生提前申领好
“健康码”，
自
备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通过考点入口时、考试期间上厕所时
应戴好口罩，
考试当日提前 1 小时到达考点。

2020 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
游泳分站赛温州站开赛
本报讯 （记者 程潇潇） 昨日下午，2020 年浙江省青少
年儿童游泳分站赛温州站比赛在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游泳
馆举行，
决出 2020 年浙江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参赛资格。
分站赛今年共设金华、
嘉兴、
温州、
绍兴、
台州、
宁波六场，
温
州是第三站。作为温州市最重要以及影响力最大的少儿游泳比
赛之一，
本次比赛是温州发现游泳苗子的很好平台，
同时也是对
教练员辛勤工作的检阅。比赛共吸引了来自杭州、
宁波、
温州、
金华、
绍兴、
嘉兴、
丽水、
台州等41支代表队350名运动员参加。
赛事执行总裁判余游介绍，
温州少儿游泳整体水平很高，
而作为游泳大省，浙江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参赛人数年年爆
满，
不得不设置门槛，
举办分站赛就是为了选苗参赛，
也因此被
称为“达标赛”。在本次比赛中，200 米混合泳达到 6 级标准的
运动员，
直接获得 2020 年浙江省青少年游泳冠军赛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
的原则，
组委会按照
浙江省青少年儿童竞技体育赛事疫情防控要求，切实做好防
疫工作，
确保此次比赛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本次比赛由浙江省体育局主办，
温州市体育局承办，
温州
市瓯海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协办，
温
州尚武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2020 年爱心鹿城·慈善助学活动启动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亮相滨江街道

一起为寒门学子的“大学梦”插上翅膀
本报讯 （记者 庄越 通讯员 杨翼
嘉） 即日起，“爱心鹿城·慈善助学”
活动将正式启动，鹿城区慈善总会喊你
一起为寒门学子的
“大学梦”
插上翅膀。
据悉，“爱心鹿城·慈善助学”是由
鹿城区慈善总会从 1999 年起开展的品

牌救助项目之一，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
的大学生
“念上书、念好书”，
总会每年还
会牵线搭桥，吸引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
捐资助学，与困难学生一对一对多进行
结对资助，至今已资助困难大学生及部
分高中生达 1.26 万人次。
此次“爱心鹿城·慈善助学”活动和
往年一样，涵盖鹿城区 14 个街道、镇，资
助对象为鹿城区籍低保户和低保边缘户
及低收入等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含
新生和在读生）；
市区低收入新居民子女
的大学生，其父母在鹿城区已取得暂住
证并居住一年以上、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一年以上（其他证明材料齐全）；

父母或家庭其他成员包括本人因病、因
灾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突发困难的大学
生；家庭经济困难，本人是残疾人，持有
残疾证的大学生。
新生凭《大学录取通知》申请，在读
生凭学生证申请，已受助的大学生若要
继续申请，需提供大学学习成绩单或学
校证明和在社区参加义工服务的证明。
凡是符合条件的学生可向辖区街镇慈善
分会申请报名，也可直接向鹿城区慈善
总会申请报名。最后将经过各街镇慈善
分会进行筛选、初审，
再由鹿城区慈善总
会负责贫困生的审核、汇总。
此外，每位受到资助的大学生都要

签订“圆大学梦”协议书，承诺在完成学
业参加工作后有能力时至少资助一名贫
困生或是在寒暑假期间积极参加慈善公
益活动，
回报社会，
实现爱心传递。
资助渠道：由区慈善总会出资和社
会各界募捐的助学金。
资助标准和年限：大学生学费每人
每年不低于 5000 元。资助的年限为当
年一年，社会资助的标准和年限由资助
人决定。
如有意愿，
请联系鹿城区慈善总会，
联
系电话：
0577-88826137，
联系人：
杨羽西；
地址：
鹿城区慈善总会（东游路65号四楼）。

福利彩票
“双色球”
开奖公告
全国销量：
344984126 元

第 2020073 期

中奖号码（红色球●） 05 07 11 13 27 29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条件

●●●●●●+★
●●●●●●
●●●●●+★

五等奖

●●●●●
●●●●+★
●●●●
●●●+★

六等奖

●●+★ ●+★

四等奖

中奖注数
8注
129 注
1913 注

★

浙江销量：
28737192 元

蓝色球（★）
03
奖金
7005129 元/注
155436 元/注
3000 元/注

成。责成人立公司制定停产期间环境风
险管理预案和场地退役计划，在保证安
全情况下对厂房进行拆除，彻底消除环
境风险隐患，计划于 2020 年 6 月底前完
成。
四、
整改完成情况：
1、已责令温州人立环能科技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5 日开始不得新增危废转入，
12 月 6 日企业已停止生产；
2、对企业厂内导流渠进行检测并对
厂界外雨水沟水质和土壤进行调查，9 月
28 日企业已完成厂外雨水沟修复、受污
染水体和土壤剥离处置，11 月 10 日已完
成导流槽覆盖工程；
3、12 月 5 日，已投入约 180 万完成更
换整套废气收集及治理设备；
4、温州市生态环境局龙湾分局对温
州人立环能科技公司存在的违法行为依

福利彩票 3D 开奖公告

第 2020170 期 中奖号码 9 4 2
奖等

浙江中奖注数

单选

580

销售总额 52303322 元
浙江省销售
每注奖额（固定） 3227838 元，返奖额
966732 元。
1040 元

95278 注

200 元/注

1702038 注

10 元/注

组选 3

0

346 元

9404409 注

5 元/注

组选 6

2030

173 元

奖池累计 9.4968 亿元滚入下期。
本期我省中 13 注二等奖（杭州 6 注，
嘉兴 4
注，
宁波、
温州、
台州各 1 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浙江省）第 20169 期开奖公告

福利彩票 15 选 5 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奖级

05 09 10 12 15
中奖条件

投注总额：
656514 元

中奖注数

奖金

特等奖

中5连4

0

0 元/注

一等奖

5 个号全中

73

3189 元/注

二等奖

中任意 4 个号

4119

10 元/注

奖池累计 2958806 元滚入下期。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 年 8 月 6 日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 年 8 月 6 日

因供电设施检修，
我市供电公司计划在
下列时段对以下线路进行停电检修，
现将检修
线路、
停电影响客户区域范围列表公告如下，
遇天雨改期，
请各相关用户谅解并做好生产安
排。由于停电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

法予以立案处罚，并达成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 150 万元；
5、完成库存危险废物转运工作。将
库存的 180 吨炉渣飞灰和 2659 吨精馏残
渣已分别全部转运至温州环境发展有限
公司和人立丽水公司处置；
6、完成制定温州人立环能科技公司
停产期间环境风险管理预案和场地退役
计划，在保证安全情况下对违章建筑予
以拆除，
拆除违建面积约 6500 平方，彻底
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公示时间：
2020 年 8 月 4 日—2020 年
8 月 10 日，
共 7 天。
受理单位：
市生态环境局龙湾分局
联系电话：
0577-86966303
联系地址：
温州市龙湾区府后路77号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8 月 5 日

第 2020170 期

临时停电公告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20 年 8 月 6 日

开奖日期：2020 年 8 月 6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1777104 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1575678 元

本期开奖号码：1 2 2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全国中奖注数

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本地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1040元
5420 注
188 注
346 元
6693 注
467 注
173 元
0注
0注
16191551.0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
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 20 选 5 第 20170 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
2020 年 8 月 6 日

本期销售金额：
145430 元

本期开奖号码：
01 09 13 17 19本期出球顺序：
13 01 19 09 17
本期中奖情况

公司（以下简称人立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5 日起不得新转入危险废物，企业已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停止生产；对厂内导流
渠进行检测并对厂界外雨水沟水质和土
壤进行调查，2019 年 9 月 28 日完成厂外
雨水沟修复、受污染水体和土壤剥离处
置，2019 年 11 月 10 日完成导流槽覆盖工
程；2019 年 12 月 5 日，投入约 180 万元完
成更换整套废气收集及治理设备；对人
立公司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立案处
罚，并进行多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确定赔偿金额 150 万元。
二是对停产后库存的 1520 吨精馏残
渣和 180 吨炉渣飞灰外运处置，其中炉
渣飞灰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前全部转运至
温州环发公司处置；精馏残渣于 2020 年
1 月 7 日启动转运至人立公司丽水分公
司处置，计划于 2020 年 5 月底前转运完

本报讯 （迎春 婕妤） 日前，鹿城区滨江街道新田园市民
休闲公园变身“垃圾分类”主题公园，让市民在游园过程中，潜
移默化接受并学会垃圾分类。
据了解，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是鹿城区深化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创建的“关键一招”。鹿城区滨江街道通过对新田园公
园及下陡门河滨水景观带进行升级改造，将垃圾分类与市民
休闲娱乐有机结合，
建成鹿城区首座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
与其他公园相比，
“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处处可见垃圾分
类“新时尚”元素。精心布置的垃圾分类宣传小品，别具一格
的分类科普长廊，市民可以在“寓教于乐、寄学于景”中学到分
类知识，养成分类习惯。此外，鹿城区还将把“垃圾分类”主题
公园将与垃圾分类高标准示范小区、校园分类“禾苗计划”形
成宣教合力，
让垃圾分类的理念和做法辐射全体市民。

检修线路 工作时间 检修原因
停电影响客户区域范围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温州市公共
江 村 891 8 月 12 日
迁改工程 建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温州市鹿城区园
线
7：
00-11：
00
林绿化养护大队等用户
温州市滨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温州市鹿城
区滨江街道赤岩道观、
温州市鹿城区滨江街
东 滨 893 8 月 12 日
迁改工程 道杨府山塗村村民委员会(出租)、
温州市人
线
7：
00-11：
00
民防空办公室、
杨府山一建宿舍 1-4 幢及店
面、
山建设集团小区宿舍充电桩等用户

2019 年长江经济带警示片披露问题（省问题编号七）
完成情况公示
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8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警示片披露的 163 个问题整改销号工作
的函》
（中环督函〔2018〕116 号）和省环境
保护督察办公室浙江省环境保护督察办
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销号工作的通
知》 等文件要求，现对 2019 年长江经济
带警示片披露问题 （省问题编号七）
“温
州市人立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储
存仓库地面沉降导致大量危险废物渗漏
进入雨水沟”问题整改的完成情况进行
公示。
一、整改时限：2020 年 6 月底前。
二、整改目标：消除环境安全隐患，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三、整改措施：
一是责令温州市人立环能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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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中奖注数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注
218 注
4314 注

0.0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单注奖金

38790 元
50 元
5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5 第 20169 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
2020 年 8 月 6 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
11936196 元

本期开奖号码：
12241
本期中奖情况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奖 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应派奖金合计
一等奖 19 注 100000 元 1900000 元
--1900000 元
19 注
合计
416692486.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0月9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