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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
市长吴才平深入玉城、大麦屿等地，
督查小微企业园建设情况。吴才平
强调，抓好小微企业园建设是实现玉
环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盯牢进度、统筹
推进，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

用，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高能”的
家。

吴才平一行先后走访了玉城龟
山小微企业园、南大岙小微企业园
和大麦屿眼镜产业园。每到一处，吴
才平都关切地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对
施工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进行协调
处理，并要求当地街道及相关部门
要倒排时序、挂图作战、精准施策、科
学统筹，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
建设速度，为小微企业营造良好的
发展环境，再创玉环工业经济新辉
煌。

督查中，吴才平指出，小微企业

园建设是玉环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
迫切需要和必由之路，各级、各相关
方面要保持优化升级的战略定力，敢
于担当、勇于实践、善于破难，切实做
到咬定目标不放松、铆足干劲争上
游，确保以最大力度、最快速度推进
小微企业园建设。

吴才平要求，要坚持拓展空间和
完善功能“两手抓”，积极做好项目谋
划，明晰园区产业定位，保证建设档
次，不失时机地加快相关产业、行业
的整合提升，做好配套服务、技术研
发等系列文章，有效推动传统产业优
化升级。与此同时，相关职能部门要

解放思想，主动作为，践行好“五心”
“妈妈式”服务，强化现场指导，切实
为项目建设排忧解难。对于推进速
度相对较慢的小微企业园，要查找
原因、靶向施策，并加强沟通对接、
协调配合，保证项目建设平稳有序
高效。

吴才平还要求，在大干快上的建
设氛围中，施工安全务必要高度重
视。项目建设方要抓好安全生产工
作落实，从细微处着手消除隐患，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质保量完成项
目建设，力促玉环高质量发展。

（罗俊 林航宇 吴晓红）

吴才平督查小微企业园建设时强调

为企业发展创造“高能”的家
本报讯 首届“美好生活

节”开幕啦！7月10日下午，台
州市“乡村振兴·巾帼四美”行
动现场推进会暨玉环市首届

“美好生活节”开幕式举行。
来自浙江、台州和我市的各级

“妇联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乡村振兴事业和妇女文化生
活中的大喜事。

浙江省妇联副主席林丹
军，台州市副市长吴丽慧，玉环
市委副书记阮聪颖、副市长李
丹佳参加开幕式。

今年，围绕“乡村振兴·巾
帼四美”这一主题，我市积极
打造“湾区追梦·美好生活”巾
帼示范带，按照“以点为基、串
点成线、连线成片”建设思路，
以“美好生活实践基地”为中
心，纳入妇女之家、三八红旗
手工作室、执委工作室、美丽
庭院等已建成基地，打造文明
实践、海韵文化、社工“管”家
等各有特色的5条美好生活巾
帼示范带，结合“美好生活节”
系列活动，将示范带多维度建
设成助力“两抓双进”工作巾
帼服务带。

首届“美好生活节”将持
续至 7月 30日，活动安排分为
美好生活赶集、美丽庭院、美
食巧女、美宿女主人、美好生
活馆等多个篇章。

开幕式上，阮聪颖在致辞
中指出，发挥妇女“半边天”作
用，在乡村振兴中奏响妇女强
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
全市各级妇联组织要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以“美丽经济服
务年”活动为抓手，创新思路、
强化举措，积极挖掘妇女智
慧、持续用好妇女力量、充分
展示妇女美丽，引导广大妇女
同胞在创建“美丽庭院”中再
建“巾帼之功”，在当好“美食
巧女”中彰显“巾帼之智”，在争
当“美宿女主人”中大展“巾帼
之为”，在建设“美好生活馆”中
勇担“巾帼之责”，全力打造美
好生活巾帼示范带、“乡村振
兴·巾帼四美”样板区。

林丹军希望，全省各级妇
联组织要始终坚持政治引领，
把牢政治方向，引领各级妇女群众坚定跟党走、听党话；要继续
发挥妇联在群团组织工作方面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作用，
吸引更多基层妇女参与到活动中来，感受美好的生活；要紧密
贴近基层妇女群众的实际需求，把好的载体与当前正在开展的
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更多“巾帼力
量”。

开幕式后，与会人员还一同考察了“美好生活·柚乡文创
巾帼示范带”“美好生活·文明实践巾帼示范带”。

（曹思思 张泽鹏 陈哲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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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
天上午，省妇联副
主席林丹军一行
来玉调研“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

副市长李丹
佳陪同调研。

调研中，林丹
军一行首先看望
了全国“三八”红
旗手、全国最美家
庭获得者——杜
洪英。“感谢你这
些年为党的事业
作出的贡献，把一
件小事情干成了
大事业，我们都应
该向你学习！”在
市档案馆门口，林
丹军向杜洪英送
上了一束鲜花。

杜洪英今年
已 62 岁，即便到
了退休年龄，却依
旧扎根一线岗位，
从事档案管理工
作，同时，她也是
一位称职的家庭
主妇。“优秀的女
性都会兼顾家庭
和工作，实现工作
生活相得益彰，这
应该成为我们代
际传承的一种品
德。”林丹军说道，
要运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这一载体，
把杜洪英身上的
精神弘扬好、传承
好。

在市巾帼志
愿者协会，林丹军
重点调研了基层
妇联建设工作。
近年来，协会组建

巾帼志愿者联盟，先后推出了“玉环红娘”
“玉环娘姨”“爱心守护家“等特色品牌，“粉
红马甲”的身影融入到市委、市政府各项中
心工作，助力玉环高质量发展。对此，林丹
军给予肯定并指出，玉环妇联这项工作干在
实处，希望大家能够适应新形势，履行好妇
联工作职责，扩大妇联组织覆盖面，更好地
服务妇女儿童。

“脚踏万顷波浪，身披日月晨光，我们是
英雄基干民兵营，守卫在祖国地海防线上
……“在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女子民兵哨所
里，哨员们再次唱响了《英雄营之歌》。林丹
军一行慰问了“十二女将”中的李其凤，并走
进营史馆重温”十二女将“的光辉故事。她
希望，哨员们要将英雄营的光辉历程保护
好、演绎好，将先辈们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 （王敬 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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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展到哪一步？有没有遇到困难
需要帮忙协调？”近日，结束了手头工作的干
江镇党委书记罗永柏驱车来到干江滨港工
业城双友铜业年产5000吨天然气接头生产

线技改项目（以下简称“双友项目”）施工现
场，向现场施工负责人详细了解工程进度。

据了解，占地 107亩、总投资 3.6亿元
的“双友项目”是干江镇谋划的4个重点项
目之一，去年6月份实现土地挂牌出让后，
干江镇第一时间落实一位班子领导联系跟
踪服务，从石渣回填和项目报批，短时间内
为项目开工建设扫清障碍，该项目也于去
年12月份正式进场施工。

截至目前，该项目基础桩基处理已全
部完成，开始地面建筑的底层浇筑，一期项

目计划于明年 3月份投产，预计明年 10月
份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销售额在 3年内
可达到5亿元，5年内将达到8—10亿元。

虽说项目有专门的工作专班和分管领
导，但罗永柏还是隔三差五到工地上走走看
看。“‘双友项目’是干江滨港工业城引进的
投资比较大的产业项目之一，这个项目对干
江镇甚至全市的水暖阀门行业来说，都是一
个比较重大的产业项目，因此我们有义务为
项目施工做好服务。”罗永柏说。

干江镇为“双友项目”保驾护航提供的

“妈妈式”服务，正是该镇在落实市委、市政
府“两抓年”活动的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趁着全市“两抓年”的东风，
干江镇坚持项目为王，全力以赴抓攻坚、抓
破难、抓开工、抓进度，截至目前，已在干江
镇落地产业项目 68个，已开工项目 14个，
本月底可再开工20个，剩余24个也将在今
年 8月份全面开工。其中，重点项目 4个，
新增落地投资 5亿元以上企业 2家、1亿元
以上1家，在谈投资2亿元以上项目4个，1
亿元以上项目10个。 （下转第2版）

为玉环高质量发展贡献干江力量
——干江镇党委书记罗永柏访谈

在浙江益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与机器人正在合作生产美国、墨西哥铁路使用的开槽螺
母。“益新”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变速箱零部件开发、生产、配套的企业，今年入选我市的“玉龙”企业，二季度产值
保持稳步增长。 吴晓红/摄

智造助推企业“加速跑”

本报讯 7 月 10 日晚，“行走的格桑
花”台州探索营正式开营，来自青海省玉树
州杂多县第一民族小学的30多名学生，在
玉环开启了为期6天的探索之旅。

开营仪式上，杂多县、玉环两地的演员
们还为市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开营晚会。

当晚 7时许，开营晚会在杂多县小演
员们带来的男女群舞《开场舞》中拉开序
幕。他们身着色彩绚丽的藏服，扎着麻花

辫，踩着欢快的节拍，挥着水袖向舞台中央
走来，舞步时而雄健豪迈，时而柔情似水
……随后，瑜伽《今生只为与你邂逅》、独唱
《老师》、琵琶独奏《梁祝》、合唱《让爱传出
去》等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节目不时引
得现场掌声、叫好声迭起。

杂多县第一民族小学学生才吉参演了
舞蹈《伊舞》，这是她第一次走出高原，她对
未来几天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得知杂多县第一民族小学的学生们来
玉探索，玉城中学高三（11）班全体师生为
他们捐助了5000元，在开营仪式当晚由老
师严佩荣交到孩子们手中：“希望用我们的
绵薄之力，帮助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增
长知识、健康成长。”

据悉，青海格桑花教育救助会是非营
利性的民间社会团体。截至目前，“格桑
花”共为西部少年儿童募捐各类物资和资

金1.5亿元，近50万名少年儿童得到帮助，
数千名志愿者为“格桑花”提供了各项志愿
服务，捐助者已超50万人次。

“行走的格桑花”探索营台州团负责人
杨露璐告诉记者，此次在玉探索之旅，他们
还为孩子们设计了具有针对性的行程，以
此培养他们自我管理能力、发散性思维及
创造力，让他们可以更好地提升和成长。

（张莺莺 刘斌辉）

“行走的格桑花”台州探索营开营

30多名玉树孩子来玉开启探索之旅

7月11日
▲副市长王超检查玉城街道消防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