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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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才平深入清港、芦浦两地，走访慰问
受灾群众和企业，鼓励全市上下振奋精
神，立足自力更生，全力以赴开展自救
互救，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在台州永安转向器有限公司，员工
们正将浸过水的产品一箱箱地搬到室
外曝晒。台风中，该公司准备发货的 9
个集装箱产品被淹，好在每个产品都有
塑料包装，还有挽救的余地。8月 10日
下午开始，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齐上
阵，争分夺秒开展生产自救。而在浙江

博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尽管损失也不
小，但企业负责人却连连庆幸。他介绍
说，台风来临前，公司新厂房正好提前
投用，他们顺势就把老厂房里的设备、
原材料和产品搬了过来，做足了防台准
备，“如果还在老厂房，那损失不敢想
象。”

看着企业众志成城抗大灾的感人
画面，吴才平说，天灾固然无情，但你们
的精神没有倒，这种抗灾自救谋发展的
信心比黄金还珍贵。他鼓励全市广大
企业，要坚定信心，全速全力开展生产

自救，力争把损失降到最低。要在抗灾
自救中凝聚人心，谋划企业更长远更美
好的未来。

随后，吴才平来到芦浦金山葡萄
园、清港樟岙文旦种植基地查看受灾情
况，看望慰问种植户。在现场，看着成
片倒塌的葡萄棚、四散漂浮的文旦果，
他的心和种植户一样紧紧揪在一起。

“灾难总会过去，要挺住，坚定对美好生
活的信心。”吴才平鼓励说，党委、政府
将始终和大家在一起，共同面对、解决
困难和问题。关键是要迅速从悲痛中

走出来，振作起来，全力清理场地、抢收
补种，尽可能挽回损失。他要求相关乡
镇和部门，要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
的事，积极主动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问题，想方设法把群众的损失
降到最低。

当天，吴才平还走访慰问了 228国
道连接线指挥部，勉励工程指战人员
迅速投入灾后建设，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做到工程施工不停歇、进度不延
慢。

（应挺刚 林航宇 沈思维）

吴才平寄语受灾群众和企业

要挺住！坚定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本报讯 倒地的树木、遍地
的碎叶……在经过台风“利奇
马”的肆虐后，我市近半数以上
的行道树被吹得东倒西歪。为
使家园尽快恢复原本的美丽容
颜和正常的交通秩序，昨天，50
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园林专业人
士的指导下，走上街头开展“我
爱我家 灾后自救 守护玉环”青
年扶正行动。

“一二三，起！”当天上午，烈
日炙烤着大地，青年志愿者手持
铁锹等工具来到玉城街道城中
路，伴随着整齐、响亮而有力的
口号声，大家将倒伏且可以进行
抢救的行道树用纤绳缓缓抬起
扶正。填土、踩实……在大家的
齐心协力下，受损的行道树重新

“站立”起来。

“救树如救人！希望通过我
微薄的力量，让我们的家园再现
原本的美丽。”青年志愿者沈浩
在扶正行道树后，来不及休息，
匆匆喝了口水，便继续投入到下
一棵树的扶正工作中。

在漩门湾湿地公园内，同样
也有一群“小红帽”。他们分成
两组，一组站在树木倒伏方向把
树往前推，另一组站在反方向，
用纤绳用力将倾斜的树木往回
拉，缓缓将树木扶正。为了让树
木“站立”得更扎实，大家还为树
木搭设支架，进一步给树木加
固。

烈日当头，对于每一个青年
志愿者来说都是一场“烤”验，
豆大的汗珠顺着他们的脸颊往
下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汗水

浸湿，但大家丝毫没有放慢自
己的脚步。在近 2个小时的时
间里，青年志愿者共扶正 65棵
树木。

青年志愿者张思鹏表示，
“灾难无情人有情，希望通过我
们的努力感染更多的人一同参
与到志愿者队伍中来，让我们的
家园越来越美丽。”

据悉，除当日的扶正行动
外，团市委还安排了 2辆爱心小
车，为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
员送上水和蛋糕等。

“下一步，我们还将召集更
多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到扶正行
动当中来，让树木都能得到抢救
和修复。”团市委副书记金彬婕
说。
（林俐 王凌轩 吴嫣然 文/摄）

青年志愿者踊跃参与“我爱我家”灾后自救

合力扶正树木恢复家园面貌

本报讯 受 9 号台风“利奇马”影
响，台州临海地区被洪水围困，全城告
急！接到上级支援救灾行动命令，我市
积极动员部分民兵应急力量，在玉环家
园基本恢复后，奔赴临海参加古城清扫
淤泥和垃圾等救灾工作。

市委常委、人武部长李宝参加救灾
动员。

“坎门应急分队参加临海支援集
结完毕……”昨天上午 7 时整，在玉
环民兵训练基地内，来自我市各乡镇

100 余名民兵和 10 余名市人武部工
作人员集结完毕。他们穿着迷彩服，
戴着迷彩帽，手中拿着铁锹、扫把等
清扫场地装备，排成整齐方阵，准备
出发。

民兵江彬彬来自大麦屿街道，台风
登陆当晚，他就跟随街道工作人员在路
面清通窨井。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街
头，和同事们一起扶起、清理台风中倒
掉的树木和栏杆，疏导交通，保障市民
出行。当看到街道大致恢复，他才暂时

回家休息。
如今，接到上级命令，他又抖擞精

神，整装待发。“前几天在网络上、新闻
上看到临海受灾的消息，我们都非常揪
心，那里受灾群众需要我们赶紧去救
援。”江彬彬说，作为一名解放军退役战
士，能和战友们并肩作战，支援灾区，他
感到很荣幸。

“相信我们能够安全、顺利、圆满
完成任务，请家乡人民放心！请临海
人民放心！”市人武部副部长卓建表

示，接到命令后，市人武部组织开展
了人员召集、物资采购和车辆筹措等
工作，并备足了铁锹、扫把和手推车
等抢险救灾工具器材，支援临海当地
重建。

在市人武部政委朱东升的亲自带
领下，当天上午9时，民兵们抵达临海摆
酒营社区，迅速整队并分配任务，分组
在街道上有序开展道路清障、淤泥清理
等灾后救援工作。

（胡琼晓 沈思维 吴晓红 应琼娴）

洪水围困临海古城 百余民兵集结驰援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
从玉环经济开发区了解到，台
风过境后，当地机关干部争分
夺秒帮助企业开展自救。截
至当天下午5时，玉环海洋经
济转型升级示范区九成多企
业恢复生产。

当天上午 9时许，记者在
浙江和日摇臂有限公司看到，
整洁的厂区基本上已看不出
台风肆虐的痕迹，生产车间
内，十几台生产设备开足马力
忙生产。

“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厂
房，而且园区这边基础条件比
较好，基本上没有受到台风的
影响。”“和日”公司行政部经
理潘平平告诉记者，8月11日
上午，企业就已全面恢复了生
产，企业员工全员到岗。

之所以能够安全度汛，企
业负责人坦言，这离不开玉环
经济开发区的全程“妈妈式”服
务。“台风来临前，他们就提早
告知我们，采取了相应防汛措
施。台风过境后，他们也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多次来企业慰
问，保障了企业用水用电。”潘
平平说道。

虽然企业基本上没有受
到台风影响，但部分区域也存
在小面积积水、门窗受损、基
础绿化受损等情况，对此，玉
环经济开发区相关工作人员
帮助企业联系市容市政管理
等相关部门，尽早帮助企业完
成相关修复任务。

此外，为解决员工的后顾
之忧，企业特地腾出一块避险
区域，集中安置因台风导致家
里受损而“无家可归”的员工。

跟随着玉环经济开发区
相关工作人员，记者来到了玉
环涌高数控机床厂。

走进生产车间，只见货梯
口集聚着三四名企业员工。经过一番了解，原来是电梯
井进水了，他们正加紧做着排水。对于生产设备，公司
方面表示，只有一两台出现故障，目前正安排人员维修。

走访期间，当得知企业8月11日就已恢复生产时，
玉环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这才放宽了心，并叮嘱企业
一定要做好台风过境后的安全隐患检查，时刻绷紧安
全生产这根弦。“如果有什么困难及时跟我们说，我们
会尽量帮助你们。”离开企业时，玉环经济开发区工作
人员再次嘱咐道。

采访中，玉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海洋经济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副经理王远表示，下阶段，他们还将继
续走访入园企业，为他们做好后续服务，帮助企业解决
困难，排查灾后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让入园企业安心
搞生产。 （王敬 金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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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后的太阳异常
毒辣，昨天一早，芦浦镇
漩门村党支部书记池荣
华忙着下村指导灾后自
救。在漩门村拆迁安置
小区，9户临时安置房经
过台风“利奇马”的摧
残，半数成了废墟。

此时，10多名在台
风前就被安全转移的村
民，正忙着回家清理受
灾现场。

“多亏了村书记三
番五次上门劝我们转移
到村部，还好吃好喝招
待，要不然我们早就被
台风吹走了，现在想想
都后怕。”一见到池荣华
的身影，村民池茶娇迎
上去连声感谢。

“看到他们的房子
倒了，居无定所，真的很
心痛。”池荣华眼眶湿
润，紧紧握着村民的手
关切地说道，“天灾无
情，只要人在就什么都
在，村部永远是你们的
家。”

自 8 日晚 6 时市气
象台发布台风警报起，
池荣华就这样一直奔波
在防台一线，足足忙了
三天三夜没回家，还为
转移至村部的村民送水
送饭，一有突发情况就
立即出动。这几天对于
年满 60 周岁的池荣华
来说，就像经历了一场
战争。

在同事眼里，池荣
华是个做人诚实守信、
做事雷厉风行的好书
记。“像这次防台中，挖
沟排水、转移群众等都
是他亲自安排的，有些
工人因台风天不愿出
门，他二话没说，亲自上
阵排险。包括接老人、
送物资也是自己开车，
结果发动机浸了水，车
牌 也 不 知 吹 哪 去 了
……”同事陈严林说，这
些损失，池荣华从不提
及，也从不计较。

“十几年没看到过
这么大的台风了。”池荣
华向记者讲述了这几天
的忙碌：

9日早上 6时许，池
荣华在排查时发现“老鹰窝”的村道出现积水，水位已
涨到 60厘米。于是他赶紧带领村党员干部，调派挖
掘机抢排积水。直到当天下午3时许，一条临时排水
沟形成，分流积水。而他却因风大雨疾，没站稳脚跟
不慎摔伤，经简单处理便又立马奔赴下一个防台现
场。

9日晚9时许，漩门隧道南面出现山体塌方，有落
石、泥浆等阻塞道路。池荣华得知情况后，马不停蹄
赶到现场，直到和抢险队员一起清理落石，并在隧道
两侧设置安全标志牌后才安心离开。

9日午夜12时许，台风如同一只撒野的凶猛野兽
要吞噬一切。池荣华接到村里有位老人求救，冲进狂
风暴雨中，直到次日凌晨1时将其转移到村部才松了
口气。“当时走在路上根本站不住脚，雨打到脸上像刀
子划过一样疼，再加上断电一片漆黑，每一步都走得
相当吃力。”池荣华感叹道。

10日一早，“利奇马”逐渐远去，池荣华才从村民
口中得知自家厂房——浙江环力烟机有限公司损失
惨重。

“厂房屋顶被狂风掀翻，600多平方米的材料仓
库塌了，90%以上的机器、产品被水淹，估计损失近
200万元。”“环力烟机”负责人池方君告诉记者，厂房
受灾的第一时间，他就联系了父亲池荣华，谁知还没
讲几句便被挂了电话。次日早上父亲回来看到铁皮
房顶被吹走，没顾得上自家损失多少，反倒关心起对
村民造成的影响。

就连这两天，厂里检修机器、整理产品、统计具体
损失，池荣华也是无暇顾及。面对家人的“抱怨”，他
说，自10年前当选村书记开始，自己就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时时以村民、村事为先，经常把家务和公司抛
之脑后。他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村民，无怨无
悔。”

张莺莺刘斌辉 林青青胡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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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检查大麦屿街道居住

出租房消防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