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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全市统一开
展老旧工业点违法建筑“集中拆除
日”行动，掀起了又一轮拆违高潮。
此次行动共涉及拆除点位62个，共拆
除建筑面积 15.2万平方米。林先华、
吴才平、施红兵、林成辉、阮聪颖等市
四套班子领导深入各地巡查督战或
现场督战。

市委书记林先华、市政协主席林
成辉、市委常委杜年胜一行先后来到
楚门、龙溪、芦浦等地的拆除点位开
展实地巡查督战。在楚门筠岗老旧
工业点拆除点，一台挖掘机正挥舞着

“巨臂”，拆除这里的低矮老旧工业厂
房。据了解，筠岗工业点是全市59个
老旧工业点之一，楚门镇将采取“聚”
的方式进行改造，规划总用地面积
213 亩，建设容积率 2.2 的新工业厂
区。林先华指出，这是典型的低效用
地，楚门镇要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
施、滚动开发、梯度推进”的思路，用
活用足用好相关政策，加快改造步
伐，提高土地利用率，改善村容村貌，
壮大村集体经济。

龙溪山外张老旧工业点有 4.9万
平方米违建被拆除，该区块的改造方
案要待高铁走线确定后再拟定。督
查中，林先华指出，把老旧工业点改
造成新的工业园区，并不是惟一出
路，各地要转变发展思路，做到因地
制宜，利用相关优惠政策，积极建设
新民小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从根
本上整治脏乱差、消除消防安全隐
患，真正把拆后土地利用好，把拆后
产业转型好。

在芦浦漩门老旧工业点拆除点，
林先华向相关负责人详细了解拆违
情况以及后续改造相关情况。据了

解，从 10月中旬开始，该工业点的拆
违工作势如破竹，共拆除了12万平方
米。目前，漩门老旧工业点25万平方
米违章建筑只剩下6.7万平方米。

当得知芦浦莲花岙等未纳入改
造计划的老旧工业点，现主动提出要
进行改造时，林先华表示，我们拆的
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改，广大企业和百
姓从等待观望到主动积极的态度转
变，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老旧工业
点改造的好处和实惠，不仅改善了生
产生活环境，也提升了企业对外形
象。对此，他要求芦浦等相关乡镇
（街道）和部门要趁热打铁，铆足干
劲，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坚定不移地
推进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全力做好

“腾笼换鸟”，真正拆改出转型发展新
空间、城市建设新形象，加快推动玉
环转型跨越发展、高质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才平，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施红兵，市委副书记阮
聪颖一行先后来到坎门、玉城、大麦
屿等地巡查督战。

在玉城环东老旧工业点，拆除工
作正有条不紊进行着。在坎门水龙
工业点富康路区块，这里的拆违人员
和拆违机械早早到位，并迅速投入到
紧张的拆除工作中。在大麦屿五一
工业区拆除点，几幢与周边优美环境
格格不入的破败建筑正被挖机的铁
臂一一推倒。每到一处，吴才平都向
相关负责人详细了解了该拆除点的
拆违情况以及后续开发利用情况。

吴才平指出，做好老旧工业点违
法建筑拆除及拆后利用工作，是加快
推进玉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现
在的拆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建，各级、
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拆改结合，尽快落

实好拆后规划利用方案，想方设法、
综合施策，拆改出转型发展的新空
间、城市建设的新形象，让老百姓尽
早得实惠。

巡查中，吴才平强调，当前，我市
老旧工业点拆违及改造已形成良好
工作态势，各级、各相关部门务必要
乘势而上、精准发力，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做到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宜绿则绿，同时做好老旧工业点改造
提升和小微园区建设“两篇文章”，实
现玉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市领导杨良强、王正雷、郑志源、
李茂芳、章勇、张海舟、陈云岳、符进
友、胡载彬、王超、陈威、徐锡宏、萧诗
跃、陈明迪、吴玲芝在各乡镇（街道）
拆除点现场督战。

（倪孔法 罗俊 林航宇 董伯志
沈思维吴晓红）

“集中拆除日”行动再次打响
市四套班子领导深入各地巡查督战或现场督战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
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在玉环福朋
酒店召开，特邀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农村与
区域发展研究所王书华所
长作客第 30期“玉环·名家
大讲堂”，作《新时代的国家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县市
科技创新》的主题报告。林
先华、吴才平、施红兵、林成
辉、阮聪颖等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成员参加报告会。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
主持报告会。

王书华在报告中说，
“察势者明，趋势者智”。新
常态下，科技创新前所未有
地进入了经济主战场，前所
未有地进入了中央领导的
经济领域。创新，已成为大
势所需、形势所迫。

近 2个小时的讲座中，
王书华从世界和我国科技
创新的形势切入，介绍了我
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
浅出地分析了经济科技全
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他还结合县域科技创
新的特点，结合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重大决策以及对
科技创新提出的一系列新
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从
创新主体角度畅谈如何推
动县域科技创新。他认为，
要抓分类，县域科技发展水
平地区不平衡明显，要分类
推进县域科技工作；要抓企
业，积极培养和壮大一批县
域中小企业；要抓园区，把产业园区作为科技创新的主阵地，
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创新；要抓平台，大力推进以基层科技服
务体系为核心、以企业为对象的服务载体建设。

据了解，王书华是区域经济学博士，先后主持国家“十一
五”“十二五”“十三五”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及专项规划编
制、国家科技资源空间布局研究、国家自创区与高新区创建
研究等决策咨询类课题，承担了我国与东盟及中亚区域科技
合作、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战略、科
技扶贫等多项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曾执笔参加《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纲要》《创新型省市建设工作指引》等多个国家重要
科技政策文件的起草与咨询工作，是全国科技创新领域的权
威专家。 （刘腾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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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海
峡两岸科技成果发布会，海峡两岸来
自不同领域的科技专家与全市七大
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各乡镇（街
道）、玉环经济开发区负责人齐聚一

堂，分享科技研究成果和观点理念。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

副市长陈建波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上，7位来自不同领域的

科技专家依次上台分享科技成果，内
容涉及汽摩配、大数据应用、焊接与
连接技术等领域。

来自台湾南台科技大学电子系、
ICT服务研发中心的王立洋教授代表
科研团队，作了题为《车载 ICT之推广
与发展》的报告，吸引了不少业内人
士的关注。

“玉环汽车工业比较发达，我们

研究的 ICT车载监控技术，可以监测
车道线、交叉路口车辆记速、远程调
控红绿灯等，相信在玉环有一定的推
广意义。”台湾科技大学多媒体讯号
实验室、创新育成中心博士郭景明说
道。

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院长何鹏则分享了国内先
进材料和应用材料焊接技术。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工作，大力推动成果转化，
坚持“两条腿”走路，帮助企业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一方面，积极鼓

励企业申报国家及省市级科技计
划。截至目前，全市列入国家级火炬
计划项目40项、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12项；省级新产
品试制计划 538项。另一方面，依托
中国浙江网上技术市场推进科技大
市场建设，目前线上市场已拥有会员
612人，共发布技术需求 262项，网上
合同登记项目 898项，合同金额 9.57
亿元。连续4年参与省网上技术市场
技术成果拍卖，成功拍卖技术成果 6
项，金额730万元。

（王敬 李辛）

我市召开海峡两岸科技成果发布会

引进先进技术理念 大力推动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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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

11月8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施红兵督查干江镇企业消
防整治。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阮聪颖暗访玉城街道、
坎门街道、大麦屿街道森林
消防工作。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良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张海舟督查大麦屿街道
企业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市监委主任王正雷，市
政协副主席吴玲芝督查楚

门镇居住出租房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柯寿建督查沙门镇企业
消防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章勇督查沙门镇企业消
防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胡载彬督查干江镇校外
培训机构消防整治。

▲副市长陈威督查龙
溪镇森林消防工作。

▲副市长徐锡宏督查
清港镇宗教活动场所消防
整治。

▲市政协副主席萧诗
跃督查沙门镇企业消防整
治。

▲市政协副主席陈明
迪督查坎门街道企业和居
住出租房消防整治。

本报讯 昨天下午，我市召开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才平强调，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根本在于优化土
地利用的空间布局，解决耕地碎片化、
建设无序化和用地低效化问题。全市
上下要聚焦目标补短板，全力以赴抓
进度，确保整治工作再上新水平。

副市长陈威参加会议。
会上，9个陆上乡镇（街道）和玉环

经济开发区围绕村庄整治、中低产田
改造、低效用地开发、矿山生态环境治

理等方面汇报了具体工作推进情况、
存在的问题及下阶段工作打算。

吴才平指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是破解用地要素制约，推动高质量发
展重大举措，上级党委、政府高度重
视，人民群众十分关切。

对如何做好下阶段工作，吴才平
要求，要找问题找差距，聚焦目标补
短板，全力以赴攻坚破难。要加快解
决前快后慢、前紧后松的态度问题，
克服应付思想；要加快解决处处在整
治、处处不连片的质量不高问题，充

分挖掘潜力，做好有益探索；要加快
解决各搞一套、各自为阵的统筹问
题，在项目谋划上强化全域思维，提
高工作水平。全市上下要比速度比
效率，全力以赴抓进度。要对标对表
抓节点，加快推进村庄整治行动、中低
产田改造、园林地还耕、城镇低效用地
开发、矿山治理等；要紧盯难点抓突
破，一方面要抓好质量提升，促进项目
成线连片，形成规模效应，另一方面要
抓好工作统筹，乡镇（街道）要协调联
动，特别是国土部门要牵头抓总，做好

业务考核与督查，其他相关部门要密
切配合，优化服务、做好保障；要未雨
绸缪挖潜力，国土部门要主动作为，联
合乡镇（街道）共同出谋划策。

吴才平强调，要强合力强保障，
切实做到讲清政策算清帐，因地制
宜、因情施策，严肃督查、严格考核，
持之以恒促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
作全面提升。

会前，与会人员还现场考察了干
江镇垟岭村村庄整治项目。

（罗俊张泽鹏 吴晓红）

吴才平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聚焦目标补短板 抢抓进度促提升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
午，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考核组来玉，检查验收沙
门、大麦屿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

考核组一行先后来到
沙门融创园、污水处理厂、
部分背街小巷，大麦屿兴港
路、兴中路、庆澜公园等地，
进行现场考核验收。

据了解，自 2016年 9月
全省启动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以来，我市提出

“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
标，2017 年已完成坎门街
道、楚门镇、干江镇、鸡山乡
等 4个乡镇（街道）整治任
务，其中楚门镇被评为省级
样板镇，鸡山乡被评为市级
样板乡镇；2018年完成大麦
屿街道、清港镇、芦浦镇、沙
门镇、龙溪镇、海山乡等6个
乡镇（街道）的整治任务。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考核组对我市在全力推
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过程中，充分挖掘本土文
化、城乡高度融合的做法和
取得的成效表示充分肯定，
对我市通过综合整治展现
出的美丽宜居、发展活力和
人文特色表示赞赏。

（刘斌辉应康安）

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组

来玉考核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