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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议召开

编者按：去年召开的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以
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形式，
投票表决出 2018 年玉环市十大民
生实事项目，涉及旅游、交通、医疗、安全、住房保障等主要
民生领域。一年过去，这些民生实事项目落地如何？惠民
情况怎样？今日起，本报推出《喜迎两会 实事看民生》专
栏，对 2018 年度十大民生实事进行回头看，以期让市民获
得更多的幸福感，迎接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胜利召
开。

听取 2018 年度考核情况汇报
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助推玉环实
现高质量发展。在坚持问题导向的
基础上，考核办要及时与各部门沟
通，帮助分析原因，盯紧抓牢 GDP 指
标、固定资产投资等重要经济指标，
好好反思，针对薄弱环节，新的一年
继续发力，增强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
争取在特色加分上有新的突破。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下全市最关
键 的 任 务 就 是 抓 好 一 季 度“ 开 门
红”。就如何做好这项工作，林先华
强调，要组织好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凝心聚力抓早抓主动，全市各部门

（乡镇）负责人要情绪饱满地立即投
入到新一年工作中。要组织开展好
“两抓年”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
氛围，结合本地实际，大抓实体经济，
狠抓重大产业项目，以此为载体发展
湾区经济。要组织开展好“三服务”，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领导
干部要沉到一线，深入基层，了解企
业开工情况，把服务工作做到“家”。
要动态关注经济指标情况，发扬“钉
钉子”精神，坚持每月分析，奋力冲刺
一季度“开门红”
。
（王敬 林航宇 沈思维）

舍小家为大家

漩门湾大桥建设者春节坚守岗位
本报讯 正月里，家家户户都在
过春节，但在省重点工程——漩门湾
大桥工程工地上，建设者们却依然坚
守岗位，
为玉环的建设默默贡献。
连日来，漩门湾大桥工程的桩基
操作手李军早出晚归，仍坚守在他的
工作岗位上。李军告诉记者，他们就
是大年初一休息一天，然后一直在岗
上班。
李军是重庆万州人，老家有父母
妻子和一个 1 岁多的儿子，因为工程

建设需要，今年春节留在玉环过年。
他告诉记者，除夕是和工友们一起度
过的，初二上班以后，每天上午 6 时
开工，中午 11 时开始有半个小时的
午饭时间，再接着上班至下午 6 时。
对于不能回家过年，他心里虽然遗
憾，
但相信家人都能理解。
“不能回家过年心里面肯定是不
好受的，会很想念家人。但是没办
法，工作需要我留在这里。”李军感慨
道。

据了解，总投资概算 8.7 亿元的
漩门湾大桥工程眼下正处于主墩打
桩的关键节点，为了保证施工的连续
性，施工单位特地安排 4 台桩基留守
建设。包括李军在内，共有 16 名一
线桩基工人留守工地。这些工人来
自五湖四海，接到留守命令，所有人
都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享受了单
位安排的年夜饭和大年初一的假期
之后，正月初二开始，他们全都按正
常的施工时间返回岗位。

在施工现场，记者注意到，午饭
时间到了，工人们就地简单地吃了一
下单位派人送来的盒饭，就又匆匆返
岗施工；工地靠海，阵阵寒风刮过，让
人不免瑟瑟发抖，但没有一个人轻易
离岗休息。
“既然选择了工程建设这个职
业，我们就早已做好了‘舍小家为大
家’的心理准备。”漩门湾大桥工程项
目部副经理张雄告诉记者。
（龚松 朱奕 刘引娟）

拍个喜庆全家福
日前，海山乡贤联谊会和对焦空间工作
室组织爱心摄影师来到海山乡，免费为当地
的村民拍摄全家福，现场打印赠送，为他们
送上新年祝福。
乐清湾大桥穿境而过，该海岛村民迎来
大桥通车后的第一个新年，海岛内洋溢着热
闹、
喜庆的气氛。

段俊利 陈盆峰 摄

只要力所能及 我都会伸援手

孝老爱亲模范丁赛金：

“阿婆，快来吃饭了。”近日，在沙
门镇南山村村部食堂，丁赛金盛好一
盘热腾腾的饭菜，端到老人应香芽面
前，看着老人吃得香喷喷，她脸上也
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丁赛金是沙门镇都墩村人，10
多年来一直以拳拳之心照顾年老多
病的大伯母，关爱邻里独居老人，多
次被评为“浙江好人”
“台州好人”
“玉
环孝亲敬老之星”
等。
2017 年，大伯母去世，丁赛金的
孝老情却没有因此终止。她选择将
这份情扩大——关爱村里的独居老
人，把这份爱传递给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家属泪目谢恩
她说“别见外，这些事我应该做”
“赛金啊，多亏了有你，我妈过上
了这辈子最幸福的 6 个月。”说起丁
值班总编：张荣

赛金，83 岁的应香芽眼里噙着泪水，
满是感激地说道。
事情得从 2017 年初说起，丁赛
金大伯母去世后，大伯母生前好朋友
——98 岁的丁杏花成了她最挂心的
人。
“杏花阿婆只有香芽一个女儿，
嫁在别村，已经 80 多岁了，生活起居
连自己都顾不上。平日里，杏花阿婆
没人照顾，很可怜。”丁赛金说，大伯
母生前，家里一有好吃的，她就立马
送出门，
大伯母一份、杏花阿婆一份。
不仅如此，丁赛金还积极为丁杏
花争取赡养福利，她和好心人跑了不
下 10 次相关单位，几乎走遍了周边
大大小小的养老院，只想为丁杏花找
个有人照顾起居的“家”。
在丁赛金的努力下，2017 年 4 月
初，丁杏花住进了楚门镇田岙村养老
院，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了。老人苦了一辈子，住了一辈子阴
暗、破旧的老屋，99 岁终于住进了干
净、宽敞的大房间，一日三餐吃上了
可口的饭菜。
那段时间，只要有空丁赛金就会
乘公交车去探望丁杏花。在养老院
里，丁杏花念叨最多的是“赛金”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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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
“赛金对我好啊，什么事情都惦
记我。多亏有她，我才能在这儿过得
这么舒服。”丁杏花常常这样跟护工
说道。
但好景不长，2017 年 10 月的一
个下午，丁赛金接到养老院打来的电
话：
“ 杏花阿婆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
好，吃不下饭，情绪也不好，估计是生
病了，
你们带她去医院看看。
”
挂了电话，丁赛金第一时间通知
了老人家属，并帮忙联系医院。不幸
的是，
隔日丁杏花老人就去世了。
“没有你，我妈不会有这么舒坦
的晚年，谢谢，谢谢你啊！”应香芽紧
紧握着丁赛金的手，道出了对丁赛金
的感激，
眼泪一滴滴落下。
而丁赛金却帮她抹去眼泪说道：
“别见外，
这些事我应该做。
”

邻里夸她热心肠
她说“别客气，
这忙我得帮”
有爱心、有善心、闲不住。丁赛
金就是这样，即便大伯母和丁杏花阿
婆相继去世，她孝老爱亲的故事却还
一直在延续……
“她孝敬老人和邻居们互帮互
助，是出了名的好人，都说远亲不如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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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邻，她就是那个好邻居。”采访中，
都墩村村民王香芬对记者说道，她家
就紧挨着丁赛金的家，俩人是 16 年
的老邻居。
据王香芬描述，丁赛金经常免费
给村里的老人们缝补衣服，看到过马
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就会上前扶一把，
有时候村里的小孩子没人看管，都会
送到丁赛金家“托管”。
“她这人特别热心肠，而且这么
多年都没变，一般人做不到那样，我
们都挺感动的。
”
王香芬说道。
最近，丁赛金还加入了祥云敬老
院的义工队伍，一有时间就给敬老院
的老人们理发、打扫卫生。
“老人家手
脚不方便，我刚好会剪头发，就一起
帮忙，这都没什么。”丁赛金轻描淡写
地说道。
别看丁赛金总是在为别人服务，
似乎自己是个从来不会生病的“铁
人”，但其实今年年初，她也生了一场
大病，被医院诊断为肺囊肿，目前正
在康复中。
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她乐于助人
的性格，
“只要力所能及，我都会伸出
援手。
”
55 岁的丁赛金说道。
王敬 李辛
报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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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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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
玉环人免费游玉环，除国
家法定节假日之外，市内主要
景区对本市户籍居民和持玉
环居住证的新玉环人免门票
开放。

完成情况
从 2018 年 1 月 22 日截止
2019 年 1 月 22 日，大鹿岛、漩
门湾观光农业园、漩门湾国家
湿地公园三大收费景区共免
费 接 待 本 地 游 客 52 万 余 人
次。

不花钱游三大景区
“这一年来，我带着家人
游玩了玉环大大小小的景区，
家门口就能看山看水还免门
票 …… 我 要 为 玉 环 旅 游 点
赞。”说起“玉环人免费游玉
环”这项惠民政策，本地市民
江女士很是开心，如今她和家
人的足迹几乎遍布玉环的所
有景点。
在“玉环人免费游玉环”
的三大景点中，漩门湾观光农
业园区接待人数达 35 万余人
次，
是最受游客欢迎的景区。
市民蒋女士对该景区情
有独钟：
“这边环境比较好，每
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我们经常来这边晨练，自从开
通免费游活动后，大家积极性
就更高了。
”
确实，国家 4A 级景区漩
门湾观光农业园区是玉环旅
游 必 到“ 打 卡 ”地 之 一 。 自
2003 年开始营业以来，景区打
造了管理服务中心区、农耕文
化游览区、休闲康体游憩区、
生态农业种养殖区、世界名柚
园区、鱼乡风情区和生态果园
观光区这七大功能区，总面积
达 1 万亩。
而在漩门湾国家湿地公
园，总面积 31.48 平方公里栖
息着 125 种鸟类，其中列入省
重点以上保护鸟类 31 种，是
世界濒危物种黑嘴鸥在中国
的最主要越冬区之一。除此
之外，还有 475 种野生和栽培
植物、106 种经济鱼类等，多样
性的生物与大自然的旖旎风
光合成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自“免费游”政策实施以
来，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景区
共吸引近 16 万余人次旅游观

让老百姓成为最大受益者

林先华表示，我市 2018 年度考
核成绩来之不易，是全市上下通力协
作的结果，凝聚着大家的心血和汗
水，各专项工作抓在实处、落在实处，
尤其是招引外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
“ 五水共治”、村调等工作均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且走在台州市前列，
为玉环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018 年度考评已经过去，从今
天开始我们整装再出发。”林先华要
求，今年我们要继续紧盯各项考核任
务，发挥好“指挥棒”作用，制定更科
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努力提高考核质

﹃玉环人免费游玉环﹄实施一年五十二万余人次得实惠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林
先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听取
2018 年度考核情况汇报。市委副书
记吴才平、阮聪颖，市委常委杨良强、
王正雷、郑志源、柯寿建、孙群、李宝、
杜年胜、庞伟峰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红兵、市政
协主席林成辉列席会议。
会议先后听取了市对乡镇（街
道）、市级单位、重点工程指挥部（专
项工作办）考核情况以及市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先进单位（市级单位）评
选情况。

光。

景区影响力不断加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免费游”福利还惠及持有玉
环居住证的“新玉环人”，同时
定期定量对台州市户籍居民
免费开放。据统计，我市对台
州市户籍居民免费开放放票
量达 70 万余张。
“免费游”政策红利也让不少旅行社发现了商机。目前，我
市各大旅行社均已开展团队免费游活动，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经典“免费游”
线路。
“通过我们的惠民政策，一方面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享受
到政府的公益红利，增强市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并通过朋友圈效
应，提升玉环景区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主动邀请外地游客前来
游玩，通过玉环美食、美景、民宿等配套服务，提高玉环旅游品牌
的影响力，带动了景区内乃至周边经济增长。”市风景旅游管理
局党组成员洪海红说道。
下阶段，我市将深入挖掘海岛海洋、滨海湿地、耕海牧渔等
资源禀赋，提升旅游景区品质，提高行业服务水平，大力倡导文
明旅游，通过对不文明旅游者取消其“免费游”资格等方式，让游
客愿意来玉环游玩，
也能在玉环游得舒心、游得放心。
王敬 李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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