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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为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熟知防空警报信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有关规定，决定于9月18日10时至10时33分进行防
空警报试鸣。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范围

台州市区、临海、温岭、玉环、天台、仙居、三门城区及有关乡

（镇）。
二、试鸣信号

1.预先警报（10:00-10:03）：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
钟；

2.空袭警报（10:10-10:13）：鸣 6秒，停 6秒，反复 15遍，时间 3分
钟；

3.解除警报（10:20-10:23）：连续鸣响，时间3分钟。
三、有关要求

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配合，
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通告!

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通告

台州市人民政府

奋进新时代新时代 建设美丽玉环美丽玉环·大家干

奋进新时代新时代 建设美丽玉环美丽玉环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市
长吴才平以现场办公的形式，带领相
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深入玉城、坎
门等地，督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
作。他强调，“创国卫”工作离国家级
暗访的时间越来越近，时间紧、任务
重，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对标对表，细化措施，认真
整改，补齐短板，借助“创国卫”东风，
全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城市环境，助推
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让城市更美
丽、百姓生活更美好。

市领导杨良强、王超参加督查。
在吾悦广场建筑工地，工人住

宿区管理混乱、道路两侧脏乱差现
象突出，严重影响城市“颜值”。对
此，吴才平指出，吾悦广场作为玉环
城市新地标，一定要严格按照任务
清单，抓紧时间整改问题，强化环境
秩序管理，早日抓规范、促提升、树
形象。

在渔岙村闲置空地，这里则存
在家禽散养、垃圾遍地、蚊蝇滋生
等问题，吴才平在督查中指出，这
是“城市毒瘤”，必须拔除，他要求
相关各方要加班加点，抓紧清理，
并要举一反三，全面整改，让城区
内的一块块空地变为绿地或停车

场，从而在消除城市“脏乱差”的同
时，既缓解市民停车难问题，也扮
靓市容市貌。

随后，吴才平一行还来到玉城街
道后蛟村、坎门街道水龙村拆迁地块
及居住区、坎门海港菜市场等地实地
督查。一路查看，一路督导，吴才平
既当宣传员、监督员，还当协调员，围
绕存在的“创国卫”突出问题，与相关
部门和街道负责人共同研究解决问
题的具体办法和措施，为成功“创国
卫”及建设美丽玉环出主意、想办法、
破难题、促提升。

督查中，吴才平强调，虽然我市

在“创国卫”工作上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但是存在的短板和问题依
然不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发
力，担当作为，合力攻坚，按照时间节
点，迅速加以解决，通过一个方案一
个方案的制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
解决，达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要
求。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立足当前
又要着眼长远，既要着力治标又要注
重治本，切实做到建管并重、统筹推
进、长效运行，不断优化人居环境和
城市环境，让城市更美丽、百姓更幸
福。

（倪孔法）

吴才平在督查“创国卫”工作时强调

借东风补短板 建设美丽玉环
本报讯 9月 9日下午，市委书

记、市长吴才平深入玉城街道上段
村，实地调研指导后进村整顿转化
工作。他强调，上段村后进的主要
原因是村级组织建设和城中村改造
项目问题。当前要紧密结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建强村
级班子，借势借力破难，走好发展之
路，守住初心使命，为民谋福创利，
争当城市有机更新的“排头兵”。

上段村位于市科技文化中心
对面，区位优势明显，是个典型的
城中村，也是块“黄金宝地”。作为
城中村改造区块，上段村的改造却
因种种原因波折延续了 10多年。
从去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强势推
进该区块改造，分车站南路、金融
大厦、22 号地块 3 个区块进行改
造。目前，3个区块的改造都已顺
利推进，其中22号地块已全部完成
拆迁安置，计划 10月进行公开出
让，届时必将进一步改善城区环
境，提升城市形象和品味。

吴才平实地督查了 22号地块
推进情况和上段村1区、2区安置区
块情况，并与村干部亲切座谈，详
细了解上段村的村情村貌及村班
子建设等情况，帮助指导上段村剖
析存在的问题，理清发展思路。

吴才平指出，要坚持问题导
向，精准施策，着力在加快后进转
化上下功夫。当务之急是要重视
村级组织建设，不断提升村两委班
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带领党
员群众干事创业，尤其是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更要主动担当作
为，争当为民谋福祉的“领头雁”；
要紧盯突出问题解决，聚焦城中村
改造项目问题，做深做细群众思想
工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要真正
转变村民意识，通过教育引导和村
规民约，提升村民文明素质，实现
从村民素质到市民素质的转换；要
重视风险防控，紧绷安全这根弦，
强化消防整治等工作，为发展筑牢
安全底线。

吴才平要求，要抢抓机遇，主
动作为，着力在提升村级综合实力
上下功夫。当前，市委全会已作出
了“奋进新时代，建设美丽玉环”的
战略部署，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将
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市委抓城市抓
发展的主要载体。在此过程中，上
段村要抢抓全域推进建设美丽玉
环的新机遇，把拥有的优势资源和
现有资产转化为新的发展潜力，在
城市有机更新中全力打造最美村
居（社区）；要抢抓城市经济发展的
新机遇，利用好市里的优惠政策、
上段的区位优势以及旧城改造后
的现有资产，大力发展城市经济，
培育新的增长点，不断做大做强村
集体经济；要抢抓全域美丽的新机
遇，不断提升村民文明素质，打造
文明社区，彰显美丽生态，创造美
丽生活。

吴才平强调，要加强领导，强
化保障，着力在提升转化实效上下
功夫。市里将成立工作小组，积极
帮扶指导，合力解题破难，按照“不
与民争利、要为民谋利”的工作导
向，真心实意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让上段村城中村改造等工作早日
落地见效，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 （倪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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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
午，市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阮聪颖深入干
江部分商店、学校、宾
馆、快递网点等地，实
地暗访平安创建工
作。

在随机进入一家
家具店后，阮聪颖一
行边查边问，详细了
解了各项消防安全工
作落实情况，并现场
检查了店主和工作人
员消防安全知识掌握
情况，看到该店消防
器材配备齐全、硬隔
离到位、相关人员消
防安全知识掌握到位
时，阮聪颖这才放心
离开。

在干江镇中心小
学，阮聪颖要求相关
人员按下一键报警按
钮进行现场演练。接
到报警后，干江镇派
出所立即出动民警，
并在规定时间到达报
警现场，对此阮聪颖
给予肯定，并叮嘱相
关负责人要切实担起
责任，牢固树立安全
第一的理念，给孩子
们营造安全的学习环
境。在该校，阮聪颖
还了解了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落实情况，得
知学校的所有食材都
是统一配送，且每天
的食物都会留样检测
时，阮聪颖表示肯定，
并要求食堂负责人要
严把食品安全关，让
孩子们吃得安全。

暗访至宾馆、快
递网点等地时，阮聪
颖一行还实地检查了
各场所实名登记、消
防设施配备等各项平
安创建工作落实情
况。经检查，各场所
都能严格落实实名登
记情况，阮聪颖叮嘱

各场所负责人，一定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从
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当天，阮聪颖一行还实地暗访了部分小商
店、小饭店等“九小”场所消防安全落实情况。

暗访中，阮聪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
把平安建设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巡查检查，常态
严管，抓好整改，落实长效机制，确保平安建设
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路伟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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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
加强住房保障，今年新建新

玉环人安居工程20万平方米。

完成情况
截至 7月底，建成 4.93万平

方米。

“以前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
雨，现在房间不仅舒适，小区治
安、环境也非常好。”近日，住在楚
门镇中山新民小区锦绣公寓的王
女士感慨道。原来他们夫妻俩在
玉环打工多年，经常“居无定所”，
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后，能在玉环
安家成了他们最大的心愿。今年
3月，他们搬到了这里，从此生活
也有了很大改善。

据悉，中山新民小区锦绣公
寓总面积1.5万平方米，共有5幢
住宅楼。在这里，近 360户新玉

环人告别“蜗居”，圆了“安居梦”。
记者走进中山新民小区锦

绣公寓，5幢住宅楼房拔地而起，
小区道路宽敞平整、景观错落有
致，停车场、电动车充电桩、便利
店等设施一应俱全；楼房内，多
种户型的房子可供选择，开发商
还贴心地配上电梯。

此外，在浙江汇丰汽车零部
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新厂房内，一
幢占地面积约 2000平方米的 5
层员工宿舍楼工程也在施工中。

“原先老厂房的宿舍楼只能
满足50人的居住需求，如今我们
在新厂房内新建的宿舍楼可满
足 200人左右入住，并在一楼设
置员工餐厅。”浙江汇丰汽车零
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新厂房工程
负责人苏光荣说，“现在就剩室
外工程，预计今年下半年验收后

就能安排员工入住。”
据了解，今年我市计划在建

及建成的新玉环人居住工程面
积已达38万平方米，分别为小微
园或老旧工业点配建职工宿舍
17.27万平方米，新民小区 5.3万
平方米，企业自建厂房配建职工
宿舍13.47万平方米，保障房2万
平方米。目前，所有工程都在紧
张施工中。

“作为新玉环人安居工程建
设的实施单位，我们将狠抓统
筹、加快联审步伐、加强督查，保
质保量完成民生实事的目标。
下阶段我们还将在预定时间内
保证各项目标任务落实，逐步解
决新玉环人的住房问题。”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与房
地产市场监管科科长郑宇锋
说。 林俐

实现新玉环人的“安居梦”

高铁先期高铁先期工程建设忙工程建设忙
9月9日上午，在杭绍台高铁温岭至玉环段先期工程龙溪渡头隧道建设工地上，挖掘机正轰鸣着切削隧

道口边坡，一旁的工人正汗流浃背地钻击岩石喷固边坡，为隧道的爆破、开凿打好基础。这预示着玉环人民
离期盼已久的“高铁梦”又近了一步。 詹智摄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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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庞伟峰晚上检查干江
镇 居 住 出 租 房 消 防 安
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