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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2日，省台办主任
庄跃成带队来我市，深入浙台（玉环）
经贸合作区、浙江玉环跨界自造融创
园等地，实地调研对台工作。

市委书记林先华、副市长徐锡宏
陪同调研。

在浙台（玉环）经贸合作区，庄跃
成一行深入新旅检大楼、集装箱码
头、台湾商品集市等地，实地了解对
台经贸工作开展情况。

据了解，去年以来，浙台（玉环）
经贸合作区围绕打造对台交流金招
牌、创建海峡两岸（玉环）经贸合作
区、打造全功能最优最快最好口岸、

开展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完善港区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投资
1.53亿元总面积 2.7万平方米的对台
直航新旅检大楼正式启用；对台直航
稳定运行，出入境旅客人数同比增长
53.19%，其中台湾籍旅客人数同比猛
增 308.74%，对台货运直航累计进出
口货物 1956标箱，同比增长 84.18%，
在全省四个对台经贸合作区综合考
评连续4年获优，荣获“2017年度浙江
省十佳开放平台”、浙台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突出贡献单位，并在浙洽会上
签署“新时代协同开放宣言”，是台州
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在听取了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
报后，庄跃成对浙台（玉环）经贸合作
区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鼓励
相关负责人要再接再厉，积极寻找两
岸共同发展的结合点，继续做大做
强，增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的辐射和
集聚能力，营造海峡两岸合作良好氛
围。

当天，庄跃成一行还来到浙江玉
环跨界自造融创园调研，并实地参观
了在玉台湾大学生的文创作品。

在了解到融创园是浙江省出台
“76条”惠台实施意见后全省首个落
地的两岸青年创业、交流项目时，庄

跃成对融创园积极发挥服务台湾、玉
环两地青年创业作用表示肯定，他指
出，台湾在乡村发展上有不少的好经
验、好做法，这值得当地学习借鉴，而
融创园正好为玉环提供了载体，使得
玉环在乡村振兴、工业转型升级以及
为台湾大学生提供更大发展舞台上
实现了多赢。接下来，希望当地政府
在政策上给予来玉创业的台湾大学
生倾斜，省台办也将为融创园参与更
高规模的文创展会搭建桥梁，同时也
希望融创园在发展中不断拓展功能，
将融创园打造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
样板。（路伟凤 张泽鹏 陈灵恩）

省台办主任来玉调研对台工作时要求

做大做强营造两岸合作良好氛围

本报讯 3 月 12 日晚，
市委副书记阮聪颖带领相关
部门负责人，深入玉城街道
环礁村部分居住出租房、“九
小”场所等地，实地暗访消防
整治工作。

“你租住的地方一共住
了多少人？电动车停放在哪
里？有没有进行逃生演练？
消防器材会操作吗？”在环礁
新民小区，阮聪颖随机敲开
租户的家门，详细了解租户
消防知识掌握水平，仔细查
看出租房消防通道是否畅
通、硬隔离设施是否到位、消
防设施是否完整等。

看到出租房内硬隔离基
本到位，租户们都能正确操
作灭火器且熟知如何逃生
时，阮聪颖表示肯定，并鼓励
村级相关负责人要切实担负
起主体责任，加强日常巡查、
排查，为村民营造安全的生
活环境。

在环礁村的几处小超
市、小商店，均发现存在仓库
堆放大量易燃杂物的隐患，
对此，阮聪颖责令各场所相
关负责人要尽快整改，并要
求街道、村级相关负责人要
及时开展“回头看”，确保隐
患整改不留死角。

“有什么问题，我们一定
按照整改单，逐一配合整改，
这也是为了我们好！”暗访
中，不少房主都积极表态会
配合整治工作。

暗访中，阮聪颖强调，环
礁村消防安全整治工作复
杂，经过前阶段努力，消防整
治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下阶段，街道、村两级相关负
责人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积极自查自纠，确保隐患排
查全覆盖、无死角，同时要严
格按照高标准进行消防整
改，加强对租户的安全教育；
居住出租房和“九小”场所负
责人要坚决克服松懈、麻痹
思想，担负起主体责任，确保
环礁村消防安全。

（路伟凤 林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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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迈向现代
化湾区·台州沿海行”台州日报融媒
体大型采访活动在我市芦浦镇西塘
村启幕。

据悉，台州市五届三次党代会提

出，以现代化湾区建设，统领台州高
质量发展；以“两抓”年为抓手，推动
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为贯彻台州
市党代会精神，台州市委宣传部、台
报集团决定推出“迈向现代化湾区·
台州沿海行”台报融媒大型采访活
动，以“台州未来看湾区”的历史站
位，放眼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大
湾区，沿着刚刚开通的沿海高速，从
南到北行走，市县联动，全媒体呈现
台州各地各部门建设现代化湾区的
火热场景。

台报集团党委副书记、副社长、
总编辑黄保才宣布活动启动。他说，
这次“迈向现代化湾区·台州沿海行”
大型采访活动是锤炼、展示记者“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的良好机会，希
望每一位记者都要做到沿海行走、全
域兼顾，紧扣主题、突出重点，见人见
事、彰显精神，采制出高质量的新闻
作品，为台州高质量发展鼓与呼。

玉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
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台报融媒体大型
采访活动在玉环启动，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取经机会，希望广大新闻媒体朋
友一如既往地关注玉环、支持玉环，
采写出更多更好宣传玉环的精品力
作。同时，玉环宣传战线的同志要把
握机会，对标先进、取长补短、开拓思
路，尤其是各相关乡镇（街道）和单位
要积极配合，主动做好各项采访工作
的对接和落实。

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记者代表授
旗。仪式结束后，台州日报部分记者
随即深入芦浦镇实地采访。

（胡琼晓 金榆也 林青青）

“迈向现代化湾区·台州沿海行”

台报融媒体大型采访活动在我市启动

本报讯 3 月 12 日 下
午，市太极拳协会正式成
立，并召开协会第一次会员
大会，进一步促进传统太极
拳的普及推广，为构建“健
康玉环”助力。

市领导胡载彬、吴玲芝
参加会议。

成立大会宣读了协会
批复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
《章程》(草案)，选举产生了
协会会长章文贵，以及副会
长、秘书长等。

据了解，新成立的市太
极拳协会是一支专业性、地
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共有会员78人，市体育局为
业务主管单位，市民政局为
登记管理和业务监督部门，
旨在团结太极拳爱好者，凝

心聚力，进一步提升我市的
太极拳运动水平，促进“健
康玉环”的发展。

协会成立后，将开展与
协会业务范围有关的各类
比赛、专题活动、业务交流、
讲座培训、公益事业等活
动。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
高，使太极拳运动成为我市
对外宣传的一张“新名片”。

会议要求，要从全市大
局出发，提高站位，不断健
全自身组织体系；要充分发
挥协会自身优势，突出重
点，提高太极拳指导员专业
水平；要积极创造条件，广
泛发动，进一步推动全民健
身活动，为建设“健康玉环”
作出积极新贡献。

（李敏敏 丁伟）

市太极拳协会成立
助力“健康玉环”建设

本报讯 日前，市政府组织召开
了沙门至干江公路（西沙门大桥）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一致通过
了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评审通过
后，桥梁设计师们却“犯了难”，设计
出了 4种桥型方案难以取舍，现在他
们想听听群众的声音，通过投票一起
来决定“西沙门大桥”未来的样子。

西沙门大桥工程是我市沙门至
干江公路的一期工程，项目北接沙门
镇滨港工业城富港路，南连干江镇滨
港工业城南北大道，路线全长约 4.2
公里，其中西沙门桥梁长约 3.1公里，

工程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兼顾城
市道路功能，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为80公里/小时。

作为我市“五纵五连一环岛”路
网结构中大环岛公路的重要组成部
分，西沙门大桥项目建设对完善玉环
公路网格局，加快沙门、干江滨港工
业城的开发，促进我市加快融入宁波
都市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都具有
重要意义。

根据设计，“西沙门大桥”方案一
为“灵动玉环”，主桥采用梁拱组合结
构，桥型优雅流畅，拱肋辉映水面，交

互成环，别致的空间索面形成梦幻的
“文旦造型”，寓意“玉带环飘、文旦其
中”。

方案二为“山水玉环”，主桥采用
梁拱组合结构，桥型灵动写意，如鸟
随波，呈现一幅“山高悦鸟性、天高任
鸟飞”的山水生态自然风光，寓意“海
岛仙境、写意山水”。

方案三为“长龙卧波”，主桥采用
变截面连续箱梁结构，桥型简洁明
快，宛如一条长龙横卧西沙门，朴素
大方，寓意“长龙卧波、一往无前”。

方案四为“海纳百川”，主桥采用

矮塔斜拉桥结构，桥型刚柔并济，索
塔上部向外倾斜，宛如张开的双臂迎
接各方来客，展现玉环人民的宽阔胸
怀，寓意“海纳百川、拥抱未来”。

即日起至 3月 20日，市民可通过
“玉环发布”和无限玉环APP参与投
票。此外，除以上4个设计方案，如有
新的创意方案，市民可与市交通运输
局 梁 工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3586286388， 电 子 邮 箱 ：
110225128@qq.com。

（曹思思）

“西沙门大桥”的样子请你来定夺
即日起市民可通过“玉环发布”和无限玉环APP等参与投票

方案一方案一““灵动玉环灵动玉环”” 方案二方案二““山水玉环山水玉环””

方案三方案三““长龙卧波长龙卧波”” 方案四方案四““海纳百川海纳百川””

3月13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督查学校消防

整治和“开学第一课”情况。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庞伟峰督查干江镇、沙门

镇、龙溪镇消防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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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池涛督查楚门镇居住出

租房消防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