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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
工程传来捷报，工程1号楼、7号楼即
将结顶，至此，该工程7幢楼已结顶6
幢，仅剩的一幢也将于6月上旬结顶。

作为我市重大民生工程之一，城
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工程一直是
全市上下关注的焦点，在各级相关部
门和施工单位的通力协作下，该工程
自2017年12月进场施工起就搭上了

“无障碍施工”快车，施工进度“一路
高歌”，目前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
67%，预计在明年秋季，就可投用。

日前，记者来到城关中心小学分
校区新建工程的工地，被绿色安全网
包裹的几栋楼房错落有致，防护网内
也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施工的身影，
场地一侧的施工便道上，几辆工程车
正在来回奔忙运料，几台塔吊也伸长
巨臂运送钢材……

“目前我们现场有150名左右的
工人，除了未结顶的两栋楼施工，其

余基本都在进行室外的配套、绿化等
施工。”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工
程项目副总指挥王必康说，工程施工
一直平稳有序，这还得益于全市上下
的支持和协同配合。

据了解，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
建工程位于玉城街道前塘垟、小水
埠、三水3村交汇处，东抵经八路，南
临双港路，西接前塘垟村村民集中居
住区，北依盘青山，三水村的双庙河
也从工程中间穿过，建设用地面积5
万多平方米，土地征迁涉及100多户
村民、1处厂房、1处苗圃基地、3条高
压线，如何交出一块“无障碍土地”成
为摆在工程建设前的第一个难题。

在前期的政策处理中，玉城街
道、市教育局等选派了骨干人员组成
建设和政策处理2个小组，对施工涉
及区域的政策处理、手续办理等进行
包干。尤其是政策处理小组，王必康
也进组担任副组长，并联合3个村的
村干部开始走村入户，进行政策宣
讲。

“在土地征用时，很多村民不理
解，甚至在场地回填时现场阻挠施
工。”王必康说起当年的“困境”，还是
忍不住直摇头。为了尽快做通村民
的工作，王必康和组员们开始在施工

区域来回奔走。
“很感谢玉城街道以及3个村的

支持，为了解决问题，他们经常一边
在现场进行调解一边召开现场会，不
少的‘难题’都是现场就解决掉了。”
王必康回忆道。

这边政策小组在走村入户宣讲
政策，那边建设小组又开始穿梭于住
建规划、电力、水利等部门，解决施工
涉及的高压线、河道等问题。

“正是各个责任主体分工协作，
合力推进，才确保了工作的落实和项
目的有效推进，进场施工1年多时间，
我们也如期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任
务。”王必康笑着说道。

眼下，工程施工正酣，室外配套
工程、田径场工程、二次装修等仅剩
下1年多时间，王必康表示，他们将继
续紧盯目标，相互协作，一心一意谋
项目建设，全力以赴抓项目进度，力
争项目能按时如期建成投用。

虽说对于工程如期建成投用，王
必康信心满满，但眼下一个新的“拦
路虎”也跳了出来——学校前后入口
的道路建设严重滞后，这势必会对工
程的顺利建成投用带来影响。王必
康告诉记者，学校前入口的经八路和
后入口的广陵南路，按照计划是2016

年就开工的，在今年就要完成建设
的，但截至目前，这两条路的建设迟
迟未动，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加快进
度，尽快启动两条道路的建设。

针对王必康的担忧，记者来到两
条路的承建单位市城建集团，工程建
设科科长张献告诉记者，两条路的立
项、可研报告、施工图等早已完成，但
由于土地指标问题，一直无法动工，
他们也将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在6月份提交规划申请，待10月份正
式批复后立马进场施工，“10月份指
标审批完成的话，我们将立即开展招
标工作，预计到 2021年完成整个项
目的建设，施工过程中对学校产生的
影响，我们也将采取适当措施，将影
响降到最低。”张献说。

新闻链接：
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工程

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7万平方米，总
投资2.1亿元，地上建筑包括教学楼、
综合楼、行政办公及图书楼、食堂、体
育馆、报告厅及其他教学辅助用房，
同时建设300米环形跑道田径场、篮
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以及地下
车库等，项目建成后可容纳54个教学
班，2400多名学生就读。

路伟凤张泽鹏

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工程捷报频传

齐心协力克难关有序推进保施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
阮聪颖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沙
门镇，进渔港走码头，实地督查渔业
安全及“一打三整治”工作。阮聪颖
强调，保护幼鱼资源，推进渔场修复
振兴，是造福子孙后代、事关可持续
发展的实事好事。全市上下要宣传
开路、打击跟进、陆海联动，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查
严打“三无”渔船，全力以赴管好渔、
护好海。

当天上午，阮聪颖一行首先来
到沙门镇灵门海鲜广场，随机走访
几家海鲜排档，对排档内的海鲜冷
冻柜进行逐一检查。检查中，阮聪
颖要求，相关部门要加强源头管控，
加大海上执法和渔网整治力度，同
时盯死管牢码头、市场、饭店等场
所，重点查处非法销售、经营幼鱼等
行为。

走进灵门渔港，只见一艘艘摆
渡船只正“静卧”港内“休养生息”，

每艘船的船身都清晰地印有号码，
严格进行编号编组管理。对此，阮
聪颖表示肯定，并要求沙门镇要切
实负起责任，充分发挥村干部的力
量，摸清辖区内“三无”船舶底数，共
同做好渔船伏休管理工作。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阮聪
颖强调，“三无”渔船整治事关渔业
安全大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利用
伏休期的良好时机，进一步加大对
船老大、“老渔民”的渔业安全教育

和培训，让他们主动自觉做好渔业
安全生产工作；要进一步加强政策
宣传，发动群众自觉支持、配合，营
造全民参与、全民监督的社会氛围，
提高全社会管渔护海的意识；要进
一步加强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和整
治，增强红线、底线意识，确保渔业
安全；在严打、严查、严管“三无”渔
船过程中，对查获的“三无”渔船坚
决予以拆解，防止反弹回潮。

（曹思思 张泽鹏）

阮聪颖在检查渔业安全及“一打三整治”工作时强调

零容忍严查严打全方位管渔护海

本报讯 昨天上午，副市
长蔡木贵带领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警大队、市道路运输管理
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前往部
分险要山路、客运公司和物流
公司，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

在西双线 1.5公里处的临
崖、急弯陡坡路段，蔡木贵对
沿路的防护设施进行了仔细
检查，要求各乡镇（街道）及时
上报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路
段，并配合相关部门及时整
改，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顺
畅的道路运输环境。

“公司驾驶员有无疲劳驾
驶？有无按规定路线行驶？
是否存在超速超载现象？”在
浙江玉汽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蔡木贵认真了解公司客运车
辆的安全营运情况，要求公司
严格落实车况检测，切实加强
车辆动态监管，规范司乘人员
排班管理，并对客运线路进行

全面摸底，同时加强安全教育
培训，激发司乘人员自身的安
全意识，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确保车辆安全运行。

督查中，蔡木贵强调，交
通运输尤其是道路运输安全
生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清醒认识当前安全
生产形势，进一步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紧盯问题隐患和薄弱环
节，不断提升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能力和水平，确保全市安全
生产大局持续稳定。

（刘斌辉 金榆也）

市领导督查交通运输安全工作

近日，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迁建工程工地上 500多名工
人各司其职，有的在浇注水泥，
有的在支模架。据了解，该工
程部分楼房已建成结顶，已完
成总投资的 36%，预计一期工
程将于 2020 年 9 月份建成投
用。

吴晓红 摄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
各乡镇（街道）人大负责人及部
分人大代表，视察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红
兵，副主任李茂芳、张海舟、陈
云岳、符进友、胡载彬等参加视
察。

副市长王超陪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走访了城

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工程、
陈屿中心小学、市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迁建工程、楚门中心幼
儿园、楚门中心小学文兴校区，
了解工程进展、学校硬件配备、
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

据了解，今年，我市教育部
门开展项目建设“2019双进计
划”，计划完成项目投资 7.8亿
元，推进实施 46个项目，其中
续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
程、城关中心小学分校区新建
工程等 17个项目，开工实验学
校乌岩校区、干江中心小学新
校区工程等 9个项目，推进玉
环中学扩建工程、沙门中学迁
建工程等 20 个前期类项目。
启动中小学校舍改薄扩容三年
行动计划，继续创建省标准化
学校 4所。同时，教育部门出
台《玉环市教育系统基建管理
考核办法》和《立功竞赛考评制度》，实施“筹备一批、开工一批、投
用一批”的“三批”战略，编制挂图作战任务表和路线图，明确阶段
进度和工程时限，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

（罗俊 董伯志 陈灵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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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程施工正酣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程施工正酣

5月14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

良强检查大麦屿街道企业安
全生产。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柯寿建调研市消防铁拳办工
作。

▲市委常委、玉环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孙群检查芦
浦镇消防安全。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庞
伟峰检查干江镇消防安全。

▲副市长王超检查校园
消防安全。

▲副市长蔡木贵检查交
通运输安全。

▲副市长陈建波检查景
区村庄消防安全。

▲市政协副主席陈明迪
检查坎门街道消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