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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会。中国
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刘青松应邀作客“玉环·名家大
讲堂”，作“陆海联动、人海和谐，高水
平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
践创新基地建设”主题报告。

吴才平、施红兵、林成辉等市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杨良强主持学习会。

今年是“两山”理念提出15周年，
也是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提效提速
之年。市委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全力建设
滨海型“两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全
市上下思想洗礼、理念变革首当其冲。

报告中，刘青松系统讲述了“两

山”理念提出背景、“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建设要求与进展，并以详实的案
例，介绍了 5种“两山”实践创新的典
型模式，进而提升我市干部群众对

“两山”理念及其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的认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刘青松说，玉环作为东部沿海经
济发达城市，本身具有鲜明的生态特
色。要突出“海”字，统筹“海、山、水、
林、田、湖”全域要素，陆海联动，探索
玉环特色“两山”转化路径，在全国率
先打造具有示范和推广效益的、滨海
型“两山”实践创新的玉环模式。

具体实施路径中，要陆海联动保
护生态环境，护美绿水青山。以陆海
生态空间管控为抓手，系统开展国家
级海洋公园、湿地公园，以及海岸线、

生态海岛等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切
实保障生态安全；以陆海生态保护修
复为重点，系统整治河网水系，保护
和提升森林、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
的面积和质量，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能
力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要推进生态产业提值，升级做大
“金山银山”。尤其要大力推动全域
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打造高效
生态经济体系，探索“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之间螺旋型上升的转化
路径；要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
为出发点，加速转化生态红利，不断
推进开创跨海大桥时代和环漩门湾
时代；要突出自然、人文与城市的融
合，重点从政府、企业的角度，探索滨
海地区生态产品品质提升和增加供给

路径，让生态成为全民普惠的福利。
同时，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保

障“两山”双向转化。要打造绿色惠
民品牌，动员群众共建共享美丽宜
居、充满活力的海湾之城，自然健康、
绿色低碳的生态之城，安全便捷、智
慧和谐的幸福之城。要创新打造“两
山”文化体系，传承并发扬海岛特色文
化底蕴，形成滨海特色生态文化品牌。

据了解，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
进会是我国第一个以生态文明研究
与实践为主要职能的专业性机构。
近年来，该机构紧密围绕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县、“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遴选开展研究与服务，有力推动了
全国各地生态文明建设和实践。

（应挺刚）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扩大）学习会，刘青松应邀作主题讲座并寄语

打造滨海型“两山”实践创新玉环模式

公益组织投身“创国卫”

改善居家“小环境”

“现在房前屋后干净了，屋里
屋外也装扮一新，我住在家里可舒
服哩！”昨天上午，当记者来到大麦
屿街道刘园社区的连心良家时，连
阿公指着刚刚被改造过的新家，乐
呵呵地说道。

刘园社区面积广、人口多、业
态丰富，是此次“创国卫”的重点区
域。连日来，大麦屿街道动员社会
公益组织参与“创国卫”行动，“屿
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屿安”）通过分片包干，深入社区开
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帮助孤寡老人、
低保户等特殊群体改善居住环境。

连心良是“屿安”服务的第一

户居民，老人今年已80岁，属低保
群体。

记者在整改清单的照片上看
到，改造前，连心良家的院子里堆
满了各种建筑和生活垃圾，如砖
头、废弃塑料筐、废纸箱、杂草等，
房屋外墙则裸露着石头，屋内更是
破烂不堪，水泥墙的装修极其简
陋，室内灯光昏暗，屋顶瓦片破损，
一遇到雨天就会漏水。

“‘创国卫’一户都不能落
下”。本着这一原则，“屿安”开启
了升级改造模式。整改过程中，社
工们不仅帮助连阿公清理了堆积
的杂物，还对房屋进行了装修。

改造后的房屋白墙黑瓦，庭院
干净整洁，屋内重新粉刷了一番，
还添置了桌椅、衣柜等家具。“谢谢
你们，让我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
面对连阿公的感谢，“屿安”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负责人游奕望表示，

“创国卫”就是要让城市更美，居民
居住环境更好，无论是社区“大环
境”，还是屋内“小环境”都要干干净
净。

“屿安”将继续派出社工走近
孤寡老人、低保户等特殊群体，定

期为其打扫卫生，组织网格员开展
入户宣传活动，确保整治不反弹。

当天，在岗仔头村，村两委则
带领志愿者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活动。村干部和村民志愿者一起
清理公共花坛、路边卫生死角、房
前屋后杂物等，对清单上的问题进
行“回头看”。逐一确定每个问题
都已整改到位，大家才放心离开。

截至目前，大麦屿街道已动员
全体干部职工，以及 35 个村（社
区）的两委班子、便民代办员、志愿
者，以及社会组织、中小学生等，共
5000余人参与“创国卫”行动。

“我们希望不断地加大宣传，
使‘创国卫’理念深入人心，鼓励人
人动手、人人‘创卫’，打造出更加
美丽的新港城。”大麦屿街道社会
事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俞嘉
音说道。

群众坚持“创国卫”

齐心扮靓家园

9月14日上午，玉城街道南门
社区组织近400名党员群众，在辖
区范围内开展“创国卫”清扫整治
行动。 （下转第2版）

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创国卫”

“以前上下班，我要先从坎门乘公交
车到玉城，刷市民卡要2.5元，然后再转一
次车去大麦屿，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直
达大麦屿的公交车，而且票价只要3元，真
的太方便了。”家住坎门渝汇小区的小陈
喜笑颜开地说道。

小陈的出行变化，是我市城乡公交一
体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两会”，城乡公交一体化被列入
民生实事项目。经过努力，现在我市的城
乡居民都能坐上享受政府票价补贴、价格
低廉的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班车，基本完
成了为民承诺。

“这是个惠民利民的好事，实实在在
降低了我们的出行成本，让我们有了获得
感和幸福感。”小陈开心地说。

车通了便宜了

老百姓得实惠了

小陈在陈屿中心小学附近上班。前
些年由于坎门与大麦屿没有直达的公交
车，小陈每天都要从坎门到玉环客运中心
转车去大麦屿，一天下来车费要花 10多
元，而且来回路上要花2个小时左右，十分
不便。今年初，为了方便市民出行，我市
新增了坎门到大麦屿的公交线路，且坎门
的始发站点就在渝汇小区门口，这下大大
方便了小陈的出行。

像小陈一样，家住李家小区的赵承华
也享受到了“公交福利”。

今年已 80多岁的赵承华是一名退休
教师，每周有5天，他要乘坐106公交车去
老年大学学习太极拳、唱歌等。今年以
前，他乘坐公交车一个来回需付2元车费，
每周的花费都在 10元左右，今年，我市统
一了公交票价，像赵承华一样的老年人可
在市域内免费乘坐所有城乡公交，这让赵
承华不住地感叹赶上了好时候。

“现在真的方便又省钱，下楼就是公
交站点，车也都换成了宽敞的新能源电动
车，比坐小车还舒服。”赵承华竖着大拇指
说道。

据了解，按照城乡公交一体化政策，
我市构建了三级公交网络体系，其中城区
公交为一级网络；城区至乡镇（街道）、玉
环经济开发区，或乡镇（街道）间的城乡公
交为二级网络；乡镇（街道）至行政村的乡
村公交为三级网络。一级网络和三级网
络实行2元一票制，二级网络分二档收费，
10公里内 2元一票制，10公里以上（含 10
公里）3元一票制。60—69周岁老年人每
趟次减2元，70岁以上老人票价全免，在玉
军人、伤残军人、持无偿献血荣誉证书等
特殊人群按有关规定享受票价减免政策。

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我市执行各
项公交优惠政策累计支出财政补助资金
1050万元，其中老年人和特殊人群乘车补
贴888万元，公交低票价补贴162万元，真
正做到了惠民利民。

统一了补贴了

公交企业受益了

今年，我市整合公交客运资源，重新
组建了 3家新客运主体，玉环玉汽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汽”）、玉环市大
麦屿港丰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玉环市港源
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按照城乡公交一体
化标准，所有客运班线都统一设置站点、

形象标识、执行统一的优惠政策等，此举
也让客运企业获益不少。

“玉汽”工作人员钟声告诉记者，今年
1月 10日起，“玉汽”对公司的 33条线路、
303辆公交车进行了统一标识、统一线路
编号，每辆车都配备了统一的刷卡机，并
按照新的票价标准一次性改装到位，给公
司日常运营管理带来了不小的便利。

与此同时，客运企业采购新车的补
助明显提高，为他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
利好。

去年，“玉汽”新购置了45辆新能源汽
车，按之前的标准可享受到 30%的财政补
贴。今年我市出台了《玉环市公交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将补贴的标准
提高至50%，并将2019年采购的新能源汽
车也纳入了补贴标准范围。“去年采购这
批车，财政为我们补贴了882万元，大大减
轻了我们的负担。”钟声说道。

而客流量增加则是城乡公交一体化
带给客运企业的另一项利好。

“票价优惠政策让更多的市民选择公
交出行，我们的客流量每天都在 3.2万人
次左右，其中老年人群体的占比达到了
40%左右，远远高于往年。”钟声说道。

（下转第2版）

发展全域公交 改善出行体验

市民“坐”享城乡公交一体化红利

□本报记者 王敬 吕琼雅

通讯员 茹冠钦 李容丽 许珊珊

□本报记者 路伟凤 沈思维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周阳深入楚
门镇走访慰问低收入农户，
就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
小康攻坚工作进行蹲点督
导。

副市长陈威参加活动。
周阳一行走访慰问了

马山村、蒲田村 5户低收入
家庭，并为他们送上慰问
金。每到一处，周阳都仔细
询问农户们的收入来源和
存在的困难，了解当地扶贫
帮困措施落实情况。

走进低矮的民房，周阳
见到了 89岁的低收入农户
黄小兰老人，由于丈夫病
故，膝下无子女，老人主要
依靠政府补助维持日常生
活和医药费开支。考虑到
老人的实际困难，村里为她
安排了周到的居家养老服
务。周阳握着老人的手亲
切地说：“党委、政府一直都
关心着你，生活中遇到困难
可以及时告诉村干部，让他
们一起帮忙解决。”

随后，周阳来到 48 岁
的低收入农户应明德家。
应明德因中风瘫痪在床，靠
妻子摆摊卖面维持家庭开
支。好在两个女儿已毕业
参加工作，帮忙分担部分家
计。在交谈中，周阳叮嘱应
明德要保重身体，保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依靠自身努力
和党委、政府帮扶，改善生
活。

“现在身体情况怎么
样？医药费负担重吗？还
有什么困难需要党委、政府
帮助解决？”周阳在蒲田村
连续走访了 3户低收入家
庭。从看病吃药到儿女工
作再到打工赚钱，每到一
户，周阳都关切地询问他们
的日常起居、医疗救助等情
况。周阳嘱咐结对干部要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落
实常态化走访机制，及时掌
握并精准解决低收入农户
的现实困难。

走访中，周阳要求，各
级、各相关部门要综合施
策，坚持“输血”与“造血”
并举，坚持政府兜底与社
会共助相结合，充分发挥
社会力量，打好帮扶组合
拳，奏响全社会参与的“大
合唱”；要压实责任，强化
政治担当，一对一精准帮
扶，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细而又细、实而又实地做好各项
脱贫工作，不断推动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攻坚工作
见实效、出真效。

（李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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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
上午，广东省政协
副主席袁宝成一行
来玉，就“促进海岛
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行考察调研。

台州市政协主
席陈伟义，玉环市
委副书记卢小春、
市政协副主席陈亨
标陪同。

袁宝成一行先
后来到东沙渔村、
大鹿岛等地参观考
察，详细了解玉环
辖区内海岛现状、
有居民海岛的人民
幸福指数情况、岛
—岸—海的立体开
发情况以及海岛开
发利用近远期规划
与布局，并就如何
更好地推进海岛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行
交流。

据了解，玉环
市域由浙江第二大
岛玉环岛、楚门半
岛和 135个外围岛
礁 构 成 ，总 面 积
2279平方公里，其
中陆域 378平方公
里，海域 1901平方
公 里 ，常 住 人 口
72.2 万，户籍人口
43.3 万。去年，我
市生产总值 617.5
亿元，财政总收入
87.42亿元，地方财
政收入53.92亿元，
人均GDP超过 2万
美 元 （20419 美
元），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1344 元 、35340
元，目前位居全国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
百强第 27位、全国
中小城市投资潜
力百强第 13位、全
国 创 新 百 强 县
（市）第 34位，海岛

经济位居全国首位，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居
浙江省第 13位。同时，我市三次产业特色
鲜明，城乡统筹走在前列，民生事业齐头并
进，且坐拥乐清湾和漩门湾，是首批国家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省海岛统筹发展
试验区和浙台（玉环）经贸合作区，湾区建
设前景广阔。

袁宝成对我市近年来在促进海岛高质量
发展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
为，玉环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区位
优势，尤其是坚定不移实施“港口带动、拥
湾发展、产城融合、全域一体”发展战略，为
高质量发展海岛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同
时，他希望两地今后要加强交流学习，互相
借鉴成功经验，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

（林俐 董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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