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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玉环市2018
年度“慈善人人捐”活动启动，市四套
班子领导带头捐款，动员全市上下踊
跃捐款，共同推进玉环慈善事业蓬勃
发展。

当天，市政府新大楼前，爱心涌
动。

林先华、吴才平、施红兵、林成
辉、阮聪颖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一一来
到捐款箱前带头献爱心，为我市开展

“慈善人人捐”活动作出表率。
随后，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玉

环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9
家捐款企业代表现场捐款举牌，共襄
善举，积极助力东西部扶贫协作，用
真情和大爱回馈社会、温暖社会。

据了解，自 11月 15日市慈善总

会向全市企业家和各界人士发出东
西部扶贫协作倡议后，先后得到了35
家企业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响应，截至
目前已收到捐赠款377万元。

其中，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捐款
50万元定向用于茂县教育事业；玉环
新城吾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玉环
农商银行、玉环市家具行业协会各捐
款30万元；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捐赠物资30万元；玉环新华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玉环汽车配件实业有
限公司各捐款20万元、浙江琦星电子

有限公司、浙江苏尔达洁具有限公司
各捐款15万元。

据了解，自市慈善总会成立至
今，全市共募集慈善款物 2.95亿元，
拨出救助款物 2.29亿元，救助困难群
众约10万人次。

特别是 2017 年开展“慈善人人
捐”以来，市慈善总会累计接收 87个
单位 200 多万元善款，参与率达到
90%以上，比上一年增长了 178%，善
心善行在玉环蔚然成风。

（倪孔法李辛沈思维）

2018年度“慈善人人捐”活动启动
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

慈善榴岛行慈善榴岛行

本报讯 12 月 4 日下
午，市委书记林先华一行深
入沙门部分危险化学品企
业，督查消防整治工作。他
强调，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
山。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敢
于担当，主动作为，深刻汲
取河北省张家口市危化品
爆炸事故教训，认真落实消
防安全监管责任，进一步强
化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主
体责任，切实防范和遏制各
类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玉环圣洁气体有限
公司，林先华仔细检查和询
问了企业消防设施、生产经
营、安全生产管理等情况，
一再嘱咐企业负责人要把
消防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
落细各项消防安全和安全
生产措施，尤其要加强设备
检修，严守操作规程，强化
监管措施，杜绝在运输、罐
装、装卸过程中发生各类安
全事故。

在玉环市物产化轻有
限公司和台州弘鼎胶粘剂
有限公司，林先华走进危化
品储存仓库和生产车间，认
真查看消防安全措施落实
和工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
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一定要
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规范安
全生产管理，提高应急处置
能力，将主体责任真正落实
到位。

督查中，林先华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时刻紧
绷消防安全这根弦，扛起监
管责任，全面排查隐患，彻
底整治隐患，常态化、长效
化推进企业消防安全工作，
全面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企
业安全发展；广大危化品生
产经营企业要警钟长鸣，从
细节入手，从小事抓起，着
力抓好各项消防安全工作，确保安全。

（倪孔法 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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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
者从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
工程部获悉，城关中心小学
分校区从 2017年启动建设
以来已 1 年有余。截至目
前，该分校区第一栋教学楼
结顶。

“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
开工 1年多来，各个项目施
工有序推进。首幢教学楼
的结顶，也标志着我们基本
完成了阶段性的工作目标，
接下来我们会争取在农历
春节前实现全面结顶。”城
关中心小学分校区工程副
总指挥王必康说。

王必康表示，他们将继
续紧锣密鼓地推进其他各
个项目施工，突出安全质量
主题，强化环境管理，细化
责任分工，全力以赴抓项目
进度。

据了解，城关中心小学

分校区新建工程是我市 10
个教育重大项目之一，位于
玉城街道前塘垟村、小水埠
村、双庙村的交界处，建设
内容主要包括教学楼、综合
楼、行政办公及图书楼、食
堂及其他教学辅助用房。
总用地面积 5.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3.65万平方米，
目前已投入 7000 万元，预
计 2020 年投用，建成后可
容纳 54 个教学班、2430 名
学生就读。

“我们现在也是盼着分
校区能尽快落成，它的投用
将大大缓解目前城关中心
小学学生超限的问题，实现
小班化管理，进一步提升我
们学校办学水平的同时，也
能满足学生家长对优质学
习资源的需求。”城关中心
小学副校长沈思荣说。

（郑琦琪 吴铭林俐）

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
首幢教学楼结顶

本报讯 12月 4日，市政协
召开九届十一次常委会议。

市政协主席林成辉，副主席
萧诗跃、陈明迪、陈茂荣、吴玲
芝、陈亨标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
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云岳
应邀参加会议。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先后来
到了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欧
洲花园小区、干江镇上栈头村、
亿工场跨境电商产业园、白岩村
机电园区仓储中心，视察市政协
九届二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情
况。

当天下午，与会人员听取了
市政府关于市政协九届二次会
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

据了解，市政协九届二次会

议期间，政协委员共提出建议
187件，经审查立案173件，转为
来信或社情民意处理 11件，并
案 3件。在市政府系统各承办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167 件提
案、11件来信均按时办结。政
协委员对提案的办理满意率和
基本满意率达 100%，其中 6件
重点提案，政协委员全部表示满
意。

会议开展了重点提案办理
单位和提案办理重点单位民主
评议，市住建规划局、市国土局
等 5家相关单位汇报了提案办
理情况。相关提案人、政协常委
先后发表了意见，政协常委会组
成人员还对重点提案办理单位和
提案办理重点单位进行了评议打
分。

林成辉要求，要把民主评
议作为提案工作的重要环节，
进一步丰富评议内容，创新评
议方式，提升评议成效，不断推
进提案民主评议规范化、制度
化、程序化；要把追求质量作为
提案工作的重要取向，始终把质
量建设放在提案工作的重要位
置，深入调研，确保在质量上有
新的提升；要把加强领导作为
提案工作的重要保障，不断健全
政协提案办理工作领导机制，强
化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保障力度，
努力提高提案办理的落实率和
满意率。

会议还听取和讨论了市政
协调研组关于品质城市建设调研
情况汇报。

（李敏敏 丁伟骆颖颖）

市政协召开九届十一次常委会议

本报讯 昨天
上午，位于玉城街
道泰安路上的市
志愿服务“益”条
街正式开街，为我
市增添了一道靓
丽 的 公 益 风 景
线。当天，首届公
益风尚节也在此
启动。

市 领 导 阮 聪
颖、杨良强、章勇、
陈建波、陈茂荣参
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近年
来，我市志愿服务
活动蓬勃开展，涌
现出了救助救灾
协会、慈善义工、
天宜、阳光、海韵
等一批志愿服务
团队。今年，我市
为构建志愿服务
一体化体系，有效
整合志愿服务资
源，全面提升志愿
服务水平，出台了
《玉环市志愿服务
注册管理及礼遇
办法》，多部门联
合筹建玉环市志
愿服务“益”条街。

“益”条街是
我市志愿服务一
体化建设的“前沿
阵地”，也是我市
首条志愿服务文
化街区，以“益站”

市志愿服务管理中心建设为中心，设置“金句漫
道”“益友圈资讯站”“益市集”“榜样广场”“志愿
者服务亭”等全方位的志愿服务一体化设施，打
造包括志愿者注册、志愿服务资讯对接、志愿服
务项目开展、公益组织孵化、公益文化展示等全
方位的公益服务链。

启动仪式上，市巾帼志愿者协会、市环保志愿
者协会等5家组织荣获2018年度全市“优秀志愿服
务组织”；余大东、陈华红、贺文毓等30人荣获优秀
志愿者；市巾帼志愿者协会“焕新乐园”项目、市红
豹救援队“让爱不溺”安全计划、楚门天宜社会工作
服务社“彩虹桥”帮扶项目3个项目荣获优秀志愿
服务项目；市96345党员志愿服务总站、市志愿者
协会等13个公益社会组织成为首批“益伙伴”。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在启动仪式上要
求，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们，要充分借助“益”条街
的各类资源，不断充实力量，创新志愿服务品牌
项目，做大、做优、做强多领域志愿服务；市级有
关部门要共同参与“益”条街运营管理，做好相关
保障工作，持续推进我市公益服务的纵深发展；
广大市民能够积极参与“益”条街志愿服务活动，
营造“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志愿者”的良好
氛围，打响玉环“益”品牌、走出公益新路子、打造
志愿服务新样本。 （路伟凤张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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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这两天，受冷空气南下影
响，我市气温如过山车般急转下降，不少
渔船也因这次冷空气来袭纷纷回港避
风，抢时修整做新一轮出海的准备。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坎门中心渔港，
只见不少渔船提前停靠在港内避风。码
头上，有的渔民在修补捕虾拖网，有的在
搬运作业工具，还有的则在加固缆绳，防

止渔船因大风发生碰撞。
“我们前两天就收到冷空气通知，早

上刚开回来，准备顺便整修一下船只，等
冷空气一过就能开船。”渔民吕绍干说。

除坎门中心渔港外，鸡山、大麦屿、
沙门、干江渔港内也停有不少船只，大部
分船员正收拾行囊上岸。

“这趟出去近2个月，产量不错，本想

在海上继续捕捞作业的，但考虑到海面
风浪大，影响渔船作业安全。”船老大章
先生说，在接到紧急通知后，他们就匆匆
回港避风了。

据了解，从 12月 4日傍晚开始，我
市沿海迎来了大风降温天气，海面上出
现了 7到 9级的偏北大风，此次大风风
力较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为此，市海洋与渔业部门通过渔业
救助平台向各渔业村（公司）、船老大发
出回港避风紧急通知，要求作业渔船尽
快回港，或者就近靠港避风，严禁抗风浪
航行作业。

截至记者发稿，我市已有近160艘渔
船回港避风，还有240艘左右船只在港外
抛锚停止捕捞作业。（郑钘予 刘斌辉）

冷空气来袭渔船回港
抢时修整做新一轮出海准备

冷空气来袭，大批渔船纷纷回港，带来了丰富的鱼货。12月4日下午，大麦屿渔港码头的工人正忙
着卸货，大量海鲜以最快的速度被投放市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段俊利陈盆峰/摄

12月5日
▲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施红兵督查芦浦
镇“九小行业”消防整
治。

▲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柯寿建，市
委常委杜年胜召开高
层建筑消防整治工作
推进会。

▲副市长陈建波
督查清港镇文化场
所、文化企业消防整
治。

▲市政协副主席
陈茂荣督查清港镇商
场及娱乐场所消防整
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