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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13日，由
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杨健带领的
考察团一行来玉实地交流
考察，并召开两地扶贫协作
联席会议，携手共商扶贫协
作事宜，共谋新一年合作发
展大计。

市领导柯寿建、陈云
岳、李丹佳、萧诗跃参会或
陪同考察。

茂县县领导陈方岳、林
方龙、郭汶、向光辉参加考
察。

去年，我市领导多次赴
茂县开展精准扶贫对接工
作 ，共 签 订 扶 贫 协 议 27
个。一年来，不断完善对口
支援工作规划、措施和机
制，在产业、教育、医疗等领
域都有了深度对接和协
作。这一年，两地友谊更加
深厚了，扶贫工作开展更加
扎实了。

会议指出，今年，我市
将把消费扶贫作为玉环对
口支援茂县的工作重点，坚
定不移促项目，实干担当抓
落实，紧盯考核目标抓进
度。深入推进实施单位购
销、结对助销、企业带销、活
动展销、商超直销、电商营
销、基地订销、旅游促销、劳
务帮销、宣传推销等“十大”
消费扶贫行动。

会上，杨健对我市长期
以来给予茂县的大力支持
和真情帮扶表示衷心感
谢。他表示，茂县将认真学
习借鉴玉环在发展经验、管
理实践、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先进经验，切实在精准筛选
项目、用好资金、用活人才
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实现

“输血式”向“造血式”的援
助模式转变。统筹推进受
援项目，在巩固已有的工作
成效和基础上，深化两地人
文、产业等方面的深度交流
交融，让更多贫困群众从中
受益。同时，将一如既往进
一步加大对援川干部的关
心和关爱。

期间，杨健一行还考察
了跨界自造融创园、楚洲人
才梦工场、漩门湾国家湿地
公园、观光农业园、玉环湖
绿道、大麦屿港对台直航旅
检大楼、“台宝良品”台湾商
品体验店，看望了 4名在玉
就读的茂县籍贫困生。

（王敬 李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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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得省级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优秀县（市），大麦屿街道、楚门
镇、清港镇、龙溪镇获评省级样板乡
镇，芦浦镇、鸡山乡、海山乡获评市级
样板乡镇……去年，我市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向全市人民交出了一
份高分成绩单。

据了解，去年我市共投资近10亿
元，完成涉及城镇功能提升、背街小
巷治理、管线整治和特色亮点打造等
项目 105个，有效促进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不仅如此，去年我市10
个乡镇（街道）已全部通过省考核达
标验收，圆满完成市委、市政府下达
的“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目标。

城镇美环境优

提升居民福感

“现在出了门就是公园，走在街
上也有看不完的街景，感觉像生活在
风景画里，幸福感也大大提升了！”近
日，多日阴雨终于转晴，楚门镇北渚
社区居民王逸和家人一起出门散步，
沿路的美景引得她忍不住拿出手机
拍照留念。

据了解，过去一年，随着我市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持续推进，楚门镇
深入实施“碧水”行动，全域实施交通
治堵，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人居
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型音
乐喷泉亮相直塘河，湖滨路“最美街
区”形象初显；大渭渚“污水零直排小
区”创建完成，获评浙江省剿灭劣Ⅴ
类水工作突出贡献集体……

如今的楚门，处处充满灵秀之
美，小桥流水，加上古色古香的老街，
在恬静中再现江南水乡的市井之美
……

楚门镇的美丽嬗变，正是我市大
刀阔斧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
缩影。去年以来，我市以“我爱我家”
环境大整治大提升行动为主载体，以

“治五乱促五化”为主要内容，统筹开
展“清乱除患”“增绿扩绿”“增光添
彩”“显山露水”“携手共建”五大专项
行动，大力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

整治中，全市各个乡镇（街道）先
后打造了一大批样板路（街区），同时
通过深入背街小巷督查，攻坚治理道
乱占、乱堆放、线乱拉等乱象。全年
整治乱停车、乱堆物、乱摆摊等各类
违章现象 12313起；查处乱停放行为
4.5万起，新增停车位 14377个，新增
道路视频监控点位43处，交通违法自
动抓拍系统 6个；完成通信管道建设
339.39 公里，完成线缆入地 1209 公
里、杆路整治33.25公里。

此外，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推进过程中，我市还结合散乱污整
治、治危拆违等行动，全面整治存在
产能落后、违法生产等问题的“脏乱
差”“低小散”企业（作坊），累计完成
整治淘汰“低小散”块状行业企业174
家，完成目标任务的124.3%。

产业兴百姓富

整治成果惠民生

环境美丽不是整治的最终目
的。记者了解到，我市不少乡镇（街
道）借助小城镇整治契机，推动产业
提升，加大产业融合、文化融入，激发
城镇经济活力。

干江镇就是尝到甜头的乡镇之
一。据了解，干江镇在开展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的同时，因地制宜实施

“两带两路三城”战略，通过工业城开
发、项目招引、美丽乡村建设等途径，
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炮台村、上栈
头村、下栈头村等一大批乡村搭上了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快车”，炮台
村的高端民宿、度假别墅及生态农
庄，上栈头村的玻璃栈道、美丽庭院，

下栈头村的古村石屋……
“玻璃栈道门票收入最高时一天

就达16万元，成为本村经济增长点的
一员‘大将’。”上栈头村党支部书记
黄松土说，接下来，他们还将持续推
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将
上栈头村打造成集休闲娱乐、观光旅
游为一体的新型生态旅游基地，让游
客引得进、留得住。

初尝“甜头”的干江镇计划继续
借助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以
炮台民宿群落和度假酒店为核心，串
联炮台、白马岙、断岙、洋屿、上栈头
等五大重要沿海节点，开创乡村旅游
发展的新时代，带动周边百姓走上致
富路。

把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造出

来的美丽环境，转化为美丽经济，转
化成群众满满的获得感，是我市追求
的终极目的。

除了干江镇，芦浦镇西塘村、坎
门街道东沙社区、沙门镇日岙村、大
麦屿街道峰阳村……在我市，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让环境越来越好，随之
而来的美丽经济，也让老百姓的腰包
鼓了起来。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是实实在
在的民生项目，这项工作不仅让我们
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也让我们享受
到了环境带来的经济效益，作为玉环
人我觉得很幸福！”玉城街道三潭村
村民林玲激动地说道。

路伟凤

环境美起来 百姓富起来
2018年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综述

目前，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里的1200亩油菜花已经全面进入盛花期，
最佳观赏期可以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市民可以趁着三月里的晴好天气，到湿地
公园踏春赏花。 陈灵恩王鸿义 摄

油菜花开引客来

3月14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督查大麦屿街道居住出租

房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柯寿建督查沙门电镀园区安全

生产和消防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云岳督查玉城街道消防整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载彬督查干江镇消防整治。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林
先华一行深入玉城、坎门两地，督查
老旧工业点改造提升和小微企业园
建设工作。他强调，“一老一小”工作
是玉环转型跨越发展的迫切需要和
必由之路。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紧盯
目标，精准施策，克难攻坚，快改快
建，高质量高效率推进传统产业优化
升级，确保尽早出形象、见实效。

市领导杜年胜、蔡木贵参加督
查。

林先华一行先后实地督查了玉

城小普竹小微企业园、密杏环东、小
水埠老旧工业点以及坎门双龙、水龙
老旧工业点、里澳小微企业园。每到
一处，林先华都向相关负责人详细了
解改建的进展情况，并关切询问碰到
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市“一老一小”工作已开
启“加速改建模式”，到处可见一辆辆
挖掘机挥舞着“巨臂”紧张作业，一台
台打桩机忙碌地运转干得热火朝天，
一幢幢新建厂房拔地而起。其中，建
筑面积达 5.4万平方米的小普竹小微

企业园，所有厂房将在11月底全部结
顶；密杏环东工业区第一期已开始施
工，将于年底前完工；小水埠工业区
第一期作业面已全面拉开，确保年底
前完工；里澳小微企业园一期也已进
入桩基工程，确保年底前完工。

督查中，林先华要求，各乡镇(街
道)、相关部门要铆足干劲，倒排时间，
挂图作战，严格按照既定的任务书、
时间表、线路图，高歌猛进推进“一老
一小”工作。要严把企业入园关，明
确园区产业定位，完善职工宿舍等配

套设施建设，保证园区建设档次，有
效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要强化
要素保障、服务指导、跟踪督查，盯紧
盯牢每个环节，聚焦聚力每个难点，
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确保老旧工业
点改造提升和小微企业园建设最大
力度推进、最快速度见效，真正改建
出转型发展新空间、城市建设新形
象，从而加快推动玉环高质量发展。

（倪孔法 林航宇 陈灵恩）

林先华督查“一老一小”工作时强调

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早出形象见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