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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用脚步丈量玉环工业，
身体力行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工
业发展大会系列活动刚刚落幕，昨天
上午，市委书记、市长吴才平深入部
分亿元以上骨干企业，问需于企、问
计于企，以“三服务”的温暖春风，呵
护企业做大做强，助推工业强市打
造。

浙江强能胜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生产汽车发动机摇臂总成、高
强度螺栓的专业化制造企业。近年

来，公司坚持科技强企、质量强企，每
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产品研发、技术
改造、机器换人等，企业发展呈现欣
欣向荣的景象。今年1至6月，“强能
胜”在行业普遍下滑的压力下，逆势
上扬，产值增长近 20%。对此，吴才
平表示赞赏，并勉励企业看长远、练
内功，持之以恒重研发、重投入、重管
理，持续推动标准提升、质量提升、品
牌提升，不断做大产业，做强企业，为
玉环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听取问题、
解决问题的，请大家畅所欲言。”在浙
江嘉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玉环凯立
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益新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吴才平与企业负责
人亲切座谈，重点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中遇到的难题，以及对政府工作的意
见建议。在“三服务”活动中，我市各

级、各部门冲在一线，践行“五心”“妈
妈式”服务，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了一
批难题，也赢得了广大企业的真心感
谢。但是，仍有少数部门在办理个别
事项中，存在“照书读”、互为前置等
问题，给企业带来了困扰。

座谈中，吴才平认真记录下企业
反馈的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存
在疑义的，责令相关部门加紧研究，

“多为企业想办法”，给企业发展以信
心和支持。他强调，全市工业发展大
会提出要打造工业强市，要求我们始
终坚持“工业是主引擎、招商是主战
场”的战略定力，始终贯穿高质量发
展这一主线，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特别
是工业经济发展。这既需要全市上
下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一批亿元以
上的龙头骨干企业。全市广大企业
要在练强内功、做大规模、做强实力

上下工夫，埋首实业、专注管理、勇于
创新、精益求精，打造更多“百年老
店”；要“风物长宜放眼量”，保持产业
发展的定力，深耕行业、主业，通过精
益管理，品牌、质量管理，进一步提升
市场竞争力。广大企业家要坚定不
移做“有眼光、有定力、有担当、有情
怀”的企业家，在玉环工业强市建设
中走在前、当先锋，为玉环高质量发
展挑重担、作贡献。

吴才平强调，政府为企业服务，
天经地义，义不容辞。各级、各部门
要担当作为，坚持把企业需求作为政
府服务指南，做到“企业有所呼，政府
必有所应”。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
革，大力推行“承诺制”，允许容缺容
错审批，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为企
业做大做强、裂变扩张营造最优环
境。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晓红）

吴才平赴企业开展“三服务”活动时强调

把企业需求作为政府服务指南

本报讯 昨
天上午，市委副
书记阮聪颖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
人，深入龙溪镇
部分企业、“九
小”场所等地，实
地检查消防隐患
整治工作。

在台州朗讯
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阮聪颖一行
深入企业生产车
间、仓库、燃气储
存场所等地，实
地检查各项消防
隐患整治工作落
实情况。当看到
车间内消防栓无
法出水但检查记
录显示正常时，
阮聪颖当即对企
业相关负责人进
行批评，并要求
其一定要负起主
体责任，严格遵
守消防安全的各
项规章制度，确
保隐患整改不走
过场。在该企业
天 然 气 储 存 场
所，阮聪颖看到
企业只配备了灭
火器时，当即提
醒相关负责人要
抓紧时间配备消
防水管，同时要

严禁烟火，确保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在浙江奥诗柯流体控制有限公司，阮聪

颖深入车间内部，详细检查了消防器材配
备、硬隔离、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等情况，随后
还现场抽查了企业员工消防器材操作水
平。看到员工可以熟练操作灭火器，阮聪颖
表示肯定，并鼓励企业负责人要再接再厉，
继续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教育，营造安全的生
产经营环境。

当天，阮聪颖一行还深入厂中厂、小饭
店、衣服商店等场所，实地检查消防整治工
作。

检查中，阮聪颖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
要始终牢记“100-1=0”的道理，紧抓消防隐
患排查整治不松懈，持之以恒开展地毯式、
全方位排查，举一反三，推动全市消防整治
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各相关场所和企业要
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制度建设，提高所有员
工的安全意识，加强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
实现安全发展。

（路伟凤 张泽鹏 陈哲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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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曹思思 实习生 陈哲
娴）“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不仅需要“走出
去”，也需要“请进来”，7月8日，一场别开生
面的英语教学交流会在我市举行。来自欧
洲首个“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匈牙利罗
兰大学的知名“洋教师”，上门为我市的中学

英语教师们开展教学培训。
这场培训，缘于玉环与欧洲首个“一带

一路”研究中心签订的一纸协议。
今年 6月初，在匈牙利罗兰大学中国

关系部主任、“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玉环籍华侨叶秋月博士和玉环侨务部门的
共同牵线下，市教育局、玉环教师进修学校
与匈牙利罗兰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正
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匈牙利罗
兰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将定期外派学
校的英语教师培训专家到玉环，开展中学
英语教师综合素养提升常态化培训，着力
培养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努力造就具有国
际视野的英语名师。

当天，来自我市各校的30多名中学英

语教师，被分为 5组围坐在圆桌前，两名
“洋教师”从“我是谁”“如何教”等方面问题
引入，轮流上讲台进行全英文授课。课堂
上，英语教师们有的用笔记录要点，有的积
极回答问题，一群人热切交流讨论……课
堂氛围格外活跃。

此次教学培训为期5天，罗兰大学“一
带一路”中心特派了中东欧教师培训专家、
罗兰大学英语系教授 Christopher Ryan和
James Leavey来玉授课，前者侧重教学方
法，后者侧重词汇和文化。

“东方课堂注重老师教授学生知识，而
西方则更注重于独立、批判性的思考，现在
我们想做出些许改变，将两种课堂特点融
合，让老师们都有所感悟。”James Leavey

教授是纽约人，定居匈牙利 25年，这是他
第一次来中国，他说能为玉环的英语教师
们培训让他感到十分荣幸。

“这是玉环第一次请了国外的教授来
上课，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有
着 20多年教龄的玉环实验中学英语教师
张蓉娟笑着说。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乘着“一
带一路”的东风，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教
师培训，深入开展“致远计划”。3年来共
有 31位教师（校长）参加海外、境外研修，
15位参加国外访学交流，为“走出去”积累
了经验。此次与罗兰大学合作，则是“请进
来”的有益探索。

（下转第2版）

面向“一带一路”请进来

我市“牵手”欧洲首个“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本报讯 在7月9日下午举行
的“质造玉环·智领湾区”玉环产业
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专门对我市新
修订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强一
制造”建设加快质量提升的若干意
见》进行解读，为广大企业（组织）
提质增效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

其中，在加强质量强市建设方
面，我市将对新获得中国质量提名
奖的企业（组织），给予 50万元奖
励。

在加强标准强市建设方面，新
获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不计等
级）的企业（组织），奖励金额将从
20万元增加到 30万元；对完成国
家级、省级企业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技术标准综合研究基地、区域
技术标准联合创新基地建设的企
业（组织），奖励金额将分别增加到
30万元、10万元；企业（组织）制
（修）订并发布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的，奖励金额分别将增加到200万
元、30万元；制（修）订并发布国际
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排序
第一完成起草单位以后的前 5位
企业（组织），分别给予奖励 30万
元、10万元、2万元。

在加强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方
面，对开展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业
务的贷款人，补偿标准为贷款人以
商标专用权质押方式发放贷款实
际收取利息的10%，补偿总额按贷
款人实际发放贷款户数计算，每户
每年不超过 30万元；对通过 PCT
途径向国外申请专利的企业，每件
奖励1万元；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
的企业，授权次年起发明专利年
费，给予50%的补助。

在加强“浙江制造”品牌建设

方面，对取得“浙江制造”国际互认
证书的企业，一次性给予奖励5万
元。

与此同时，我市将对获得美丽
乡村或精品民宿认证、“丽水山耕”
认证、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组
织），给予奖励2万元。

此次修订的“三强一制造”奖
励政策，也让广大企业倍感欢喜。

浙江华龙巨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郏正叶表示，政府质量奖是
企业的金名片，也是终端产品招标
的加分项，“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们
将会更加努力提升自我，同时借鉴
其他企业的好做法，建立更先进的
质量管理体系。”

浙江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苏明泉告诉记者，“这次
政策的强化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我
们支撑和支持，同时也引导我们要
严控产品的质量、企业管理的质量
和创新的质量，努力为企业转型升
级打好基础。”（林俐 王凌轩 陈芸）

“三强一制造”再发力
促企业提质增效

7月10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云岳调研市消防铁拳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进友检查龙溪镇企业消防安

全。
▲副市长陈威检查消防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昨天，台州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赵跃进一行冒雨来
玉，开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情况调研。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红兵、
副主任章勇陪同。

当天上午，调研组一行首先
走访了楚门镇蒲田小微企业园。

“园区什么时候能竣工？入驻哪
类企业？”一进园区，赵跃进就关
切地询问园区负责人。当得知园
区将于今年 8月竣工，目前已吸
引 30余家水暖阀门企业意向入
驻时，赵跃进给予肯定并建议，要
进一步提升园区服务能力，引入
第三方服务资源，合作提供各类
专业服务，以高质量建设园区、高
标准管理园区。

在楚洲人才梦工场，赵跃进
一行参观了梦工场基础设施配备
情况，了解了入驻企业发展及人
才储备情况。他充分肯定了梦工
场在加强阵地建设、完善基础设
施、丰富活动内容以及促进本土
产业科技化、品牌化、互联网化等
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评价梦
工场里的“创客”和工作人员们有
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锲而不舍
的奋斗意识，工作有特色、有亮
点、有成效。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座谈会
上，赵跃进说，振兴实体经济是高
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玉环民营
经济有活力、有实力、有潜力，必
须继续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企业要继续
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扎实
推进转型升级，加大科技投入，增
强核心竞争力；小微企业园建设
要“做专做精”，加快形成完善的
产业链，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要坚持人才“引进来”、产品“走
出去”，全力推进玉环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调研中，赵跃进一行还走访
了城北小微企业园、小水埠工业
园，详细了解了平台建设进展以
及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王敬 董伯志 陈灵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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