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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这两天，家住玉城街道塘里村的
村民林继发显得格外忙碌，一下班，
他就和老伴一起联系车辆搬运家具，
抢时腾空自家的拆迁房。“12月初就
把协议签好了，按时腾空房子有奖
励，我们得抓紧弄，盼着早点验收好
领补偿金……”忙归忙，但一想到美
丽家园的梦触手可及，林继发的脸上
满是喜色。

去年以来，我市大手笔、大气魄
破题城市有机更新，强势实施三年行
动、五大专项更新，海湾城市美丽蝶
变加速破局。

作为我市城市有机更新最早启
动的区块之一，塘里村旧村改造区块
从去年7月中旬启动拆迁协议签订工
作，5个月时间，该区块 309户中 306
户成功签订拆迁协议，签约率达
99%，其中 120多户村民拆迁补贴已
顺利到账，成功打响了城市有机更新
的“第一炮”。

跑断腿 磨破嘴

“踏破铁鞋”促签约
1月 13日一早，塘里村旧村改造

项目第一攻坚组组长蔡林宏和同事
一起到几户村民家，查看拆迁房腾空
情况，拆迁户各个笑脸相迎，场面其
乐融融。“现在比一开始好多了，以前
为了签协议，跑拆迁户家三五趟算次
数少的，10趟以上再正常不过了。”蔡
林宏说。

“磨破嘴、跑断腿”的坚持，几乎
成了所有一线干部日以继夜持续攻
坚的缩影。

为推动塘里村旧村改造，玉城街
道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自加压力设定

“最终期限”，专门抽调10多名科室精
干力量与村干部配合组成3个攻坚小
组，脱产深入实地开展攻坚。自工作
开展以来，该街道坚持主要领导现场

“会诊”、各攻坚组下村推进、村干部
带头签协议等方式，每日在微信群发
布《签约战报》，倒逼各组“上紧发
条”，以“5+2”“白加黑”模式全速推进

协议签订。
村民张华恩原本对房屋拆迁存在

抵触情绪，攻坚组成员多次上门走访
谈心讲政策，并主动帮助张家申报唯
一住宅认定，如今张华恩不仅消除了
顾虑，还主动在村里帮忙宣传政策。

深入一线，马不停蹄。拆迁户成
功签约离不开一线干部以理服人做
工作，更离不开广大村干部带头签约
作示范。

塘里村主任吕文彬家的2间住宅
刚好在改造区块内。村里一启动拆
迁协议签订工作，他便带头签订协
议，并发动家里兄弟前前后后签了10
多间房子。由于带头带得好，该区块
第一期协议签订时，8天就签下了 73
户。“不光我自己，我们村班子和党员
干部都是带头签的，然后挨家挨户去
做群众工作就有底气多了。”吕文彬
笑着说。

截至目前，该区块 120多户已腾
空，剩余180户正陆续抢时腾空，预计
农历正月廿五前完成所有拆迁房腾
空工作。

算好账 谋福利

“真金白银”送实惠
连日来，塘里村旧村改造项目指

挥部办公楼里总是人满为患，签取款
单、找人验收腾空房、询问资金进度
的人比比皆是。1月 13日上午，村民
叶爱美拿着土地产权证等材料，与攻
坚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准备来签拆
迁补贴单。

“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塘里村，‘利
奇马’期间，我们村受淹严重，家里的
屋顶都被掀了，恨不得赶紧搬家。这
次拆迁，政府制定了很优惠的补偿政
策，听了工作人员的讲解，真的可以理
解他们的良苦用心，我们家都非常支
持。”生活环境终于能迎来一次大改
变，叶爱美的脸上是发自肺腑的喜悦。

在城市有机更新工作推进中，像
叶爱美一样的村民并不多。拆迁历
来是天下第一大难事，能让村民们爽
快地签字，还是得益于政府想方设法
开出政策“红利”，让原本愁眉苦脸的
村民乐了起来。 （下转第2版）

塘里村旧村改造区块签约率达99%
打响城市有机更新“第一炮”

本报讯 昨天上午，台
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伍建
利带领相关人员来到玉环，
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包括部
分在玉的台州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开展座谈，就《台
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
意见稿）充分征求意见，使
之进一步修改完善，确保
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
官。

玉环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周阳，副市长、公安局长
池涛参加座谈。

围绕《台州市政府工作
报告》（征求意见稿），与会
人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
大家立足玉环、放眼台州，
就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大
力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等
方面建言献策，并在推动国
家级经贸合作区创建、提升
南部湾区发展能级、谋划高
铁线路布局，以及深化医疗
体制改革、加强公共就业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人才特别
是中高端技术性人才引进
等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供
台州市政府参考。

在认真倾听意见建议
后，伍建利对大家发表的真
知灼见表示感谢。他指出，
这次征求到的意见很有价
值，既符合玉环发展实际，
又考虑到台州全局，达到了
预期征求意见的目的。对
此，台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
要好好吸取意见，做好报告
的修改调整，使报告中体现
政府工作的目标任务更加科学合理，措施更加具有操作性。

（李敏敏 张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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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13日下午，我市正
式启动 2020年节日保健康“蓝盾护
卫”整治行动，以此来加强对“医疗乱
象”整治成果的宣传，加大对非法行
医的打击力度，让群众积极参与到

“医疗乱象”治理及非法行医的举报
中来，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就医
理念。

副市长王超出席仪式。
2019年以来，我市医疗乱象整治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卫生监督综合执
法效能位居台州前列，在全省首推

“智慧卫监”平台，有效整合医疗废物
视频监控、机构与医护注册、医疗机
构诊疗记录、协管指导巡查等多个系
统数据，实现了“全过程、全周期”数
据监测；创新打造数字化监管模式，
通过线上智能预警机制等，开出医疗
机构超范围经营等行政处罚单，成为
全省首个采取大数据分析研判和智
能预警判定开展医疗机构执法的地
区。

据统计，2019年我市累计查办违
规医疗机构案件98起，立案查处非法

行医 34起，非法医疗美容 21起，罚没
款约 212万元。同时，我市还严厉打
击医疗骗保行为，告诫医疗机构3家，
暂停医保报销21家，追回违规费用约
35000元；有效打击制售假药行为，立
案处罚 7家，打击销售假药 1家，处罚
虚假医疗宣传 1家，罚没款约 332万
元；提升医院安全风险防控水平，通
过警情平台化解医患纠纷投诉 60余
起，处置酒后医闹行为 12起，派驻警
员协助卫监部门执法检查 200余人
次。

当天，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普法宣
传成果展板，并组织市卫生健康局的
工作人员在场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

市民章建新在认真学习相关知
识后表示，“这次的活动对我们来说
受益匪浅，尤其一些关于欺骗老年人
的保健品销售案例让我印象深刻。
今后我也会提高警惕，生病就去正规
医院，不让非法行医的人有可乘之
机。”

（林俐 刘斌辉）

2020年节日保健康“蓝盾护卫”整治行动启动

引导市民树立正确就医理念

本报讯 近日，2019年
浙江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名单公布，浙江双友物流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起草的标
准T/ZZB0578-2018《道路车
辆装载物固定装置合成纤
维栓紧带总成》榜上有名。

此次共有 43家企业的
49项标准被评为 2019年度
浙江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涵盖了石化化工、纺织服

装、机械制造、医药食品、服
务业等10个领域。

“双友股份”作为物流
安全与起重吊装器械研发、
应用专业制造商，先后参与
了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
定与起草，积极推动“浙江
制造”团体标准与品牌建
设，用实际行动努力成为建
设“浙江制造”品牌主力军、

“领跑者”。 （孙招勇）

“双友股份”获评
省企业标准“领跑者”

本报讯 年关已近，市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迁建工程施工现场依然火
热，该工程的各个项目正在有条不紊
地施工中，预计一期将在2020年秋季
投用。

昨天上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
到，一期工地上已“竖”起了幢幢大
楼，不远处的二期工地上，百余名工
人正在现场来回穿梭，加快推进工程
建设。

据该工程项目主管茅曙波介绍，
工程于 2018年 4月正式动工，目前一
期的主体工程建设已全部封顶，二期
工程也在有序推进中，“一期就剩下
门窗安装、外墙粉刷等作业，二期也
开始进行人防地下室浇筑，为二期的
学生宿舍、教师公寓建设打基础。”

据了解，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
建工程位于新城方林汽车城对面，总
投资 13.23亿元，总占地约 380亩，总
建筑面积 23.6万平方米，可容纳 150
个班级、约6000多名学生。根据现有
设计规划，工程投用后，校园建设规
模、教学软硬件设施均将达到浙江省
一流水平。

“工程完工后将有效整合我市中
等职业教育资源，打造一个布局合理、
设施完善、环境宜人的新时代校园。”
该工程项目部副指挥阮善耀表示，“同
时还可面向社会开展各类培训，为企
事业员工的素养提升和技能提升服
务，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产
业发展。” （林俐 泮思锖 董姿平）

年关近赶工忙
百余建设者奋战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迁建工程一线

图为施工人员在安装补料机图为施工人员在安装补料机。。陈灵恩陈灵恩//摄摄

1月14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良强检查大麦屿街道居
住出租房消防安全。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庞伟峰检查玉城街道、芦浦

镇消防安全。
▲市委常委杜年胜检

查玉环经济开发区建筑工
地安全生产工作。

▲副市长陈威检查鸡
山乡消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