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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党委（（党组党组））书记谈书记谈““第一责任第一责任””
海山乡党委书记 陈仁法
在通读熟读《规定》和“两个责

任”清单后，我充分认识到，全面从
严治党既是职责本分所在，更是使
命任务所系，必须坚持把第一责任
人职责贯穿于工作全过程，真管真
严、敢管敢严，善始善终、善作善
战。作为乡党委书记，我将始终做
到三点：一是当好“导航仪”，担当对
表对标之责。我将牢牢把握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的正确政治方向，狠抓
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不断增强党委
班子、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二是当好“清洁器”，担当管党
治党之责。当前，“严”已成为党的
建设新常态，我将准确把握“严”的
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管理
党员，严明党的纪律，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见到实效。三是当好“火车
头”，担当引领示范之责。我将带头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关要求，以
身作则、树好榜样，时刻铭记政治上
的高压线、道德上的耻辱线、法制上
的警戒线，增强遵规守纪的自觉性。

班子成员谈班子成员谈““一岗双责一岗双责””
海山乡党委委员 郑永明

在进一步深入学习《规定》和
“两个责任”清单后，我深刻认识到
履行好“一岗双责”的重要性。作为
一名乡镇组织委员，我以“严纪律、
守纪律、多奉献”的原则严格要求自
己，明确自身责任，以清廉文化进机
关和清廉教育下基层两项工作为载
体，打造好机关干部和基层党员两支
队伍。做细做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
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和换届环
境，确保管党治党真正严起来、紧起
来、实起来，共建海山良好政治生态。

海山乡副乡长 施岩财

通过学习和交流，我深知落实

“一岗双责”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乡
镇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常怀律己之心，做好廉洁从
政表率，明责知责，主动担责，时刻
把责任记在心里、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另一方面要把党风廉政建设要
求融入分管的扶贫攻坚、慈善救济、
便民服务等工作中，推行阳光透明
运行，狠抓廉政风险防控；同时督
促分管科室干部严守纪律、履行职
责，及时了解和解决业务工作中群
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踏踏实实
将工作任务做细、做实、做好，为海
山生态旅游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
献。

“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活动

本报讯 9 月 15 日上
午，杭绍台铁路温岭至玉环
段项目站房初步设计审查
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专家组认可了站
房的初步设计方案。经过
一天的分组讨论后，专家和
设计单位负责人以及相关
部门针对玉环站、温岭站两
个站房初步设计方案进行
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合理的
优化方案。

玉环站站房以“东海美
玉，无限玉环”为概念，打造
极富特色的海岛车站，以圆
润的体量，回避尖角，体现
玉环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化

和独特的人文底蕴。建筑
形式整体大气舒展，形如一
个巨大漂浮的如意，中部
高，两翼略低，既符合中部
候车空间与两侧辅助空间
的空间需求，也是对玉环

“自强不息、勇立潮头”城市
精神的反映。

温玉铁路自温岭站杭
绍台场引出，沿线经过温岭
市温峤镇、坞根镇、城南镇
和玉环市清港镇、楚门镇、
龙溪镇，止于芦浦镇玉环
站，线路全长约 37公里，总
投资概算约76亿元，设计时
速350公里/小时。

（本报通讯员）

玉环高铁站房
通过初步设计审查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周阳深入玉
城、坎门等重点区域，督查

“创国卫”工作。他强调，
“创国卫”工作已进入集中
总攻的冲刺阶段，越到紧要
关头，越要有“毕其功于一
役”的信心和决心。全市上
下要和时间赛跑、向问题宣
战，狠抓薄弱环节整治，集
中攻坚、全面发力，奋力夺
取“创国卫”的最终胜利。

副市长王超参加督查。
经前期排查发现，坎门

海港垃圾中转站、双龙村废
弃垃圾临时堆放点存在保
洁不及时、绿化养护不到
位、周边环境不佳等问题。
对此，周阳要求相关部门要
迅速行动，严格对照“创国
卫”的标准和要求，抓紧时
间补齐绿化带，加大清洁力
度，巩固环境卫生整治成
果。

在玉大线（三合潭）至
双港路（渔岙口）沿线，一位
位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忙
着清理大街小巷的卫生死
角。该路段是“创国卫”的
重点区域，周阳沿途查看道
路两侧绿化和卫生情况，并
针对沿线绿化养护、环境形
象、施工现场围挡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周阳叮嘱相关街道和部门，
要加强整治力度，铆足干劲
抓落实，提高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在细微处下足“绣
花功夫”，加快推进各项工
作；要做好氛围营造，形成
各级、各部门层层落实，人
人参与“创国卫”的良好局
面。

周阳还来到城关中心
菜市场，现场督查卫生保
洁、摊位摆放、车辆停放等
情况。周阳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加大督查指导力度，
规范经营秩序，实时盯牢整
改进度，确保各项工作整治
到位。要加强长效管理，引导经营户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行
为习惯，确保市场干净整洁、文明有序。要加大执法监管力
度，严管严罚，解决好违规停放、占道经营等影响公共秩序的
问题，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场环境。

督查中，周阳强调，全市上下要以“创国卫”工作为契机，
找不足、找差距，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当前工作重点，
实行销号管理，各个击破。要按照“创国卫”标准统一部署，
把握时间节点，加大工作力度，有力有效推进工作。

（李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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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浙江海德曼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正式上市，成为玉环第 8家上
市公司，也是台州市第 2家科创板上
市企业。

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台州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蔡永波，台州市委
常委、秘书长周凌翔，浙江海德曼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长泉、
副董事长高兆春，玉环市领导吴才
平、施红兵、林成辉、郑志源、蔡木贵
及有关方面嘉宾莅临现场，共同迎接
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当天上午 9时 30分，李跃旗、蔡
永波、吴才平、高兆春共同鸣锣开
市。浙江海德曼科创板正式上市，

“浙海德曼”（股票代码：688577）每股
发行价33.13元，首日开盘价58元，收
盘价61.34元，涨幅达85.15%。

仪式上，玉环市委书记吴才平对
“海德曼”上市表示祝贺。他说，“海德
曼”在科创板成功挂牌上市，这是“海
德曼”发展的又一重大跨越，也是玉环
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喜事，对玉环
工业特别是数控机床行业整体水平的
提升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海德曼”

要以上市为契机，继续秉持务实开拓
的创业创新精神，以资本之力撬动企
业发展杠杆，以骄人的业绩回报社会、
回报家乡、回报广大投资者。

吴才平表示，作为地方党委、政
府，玉环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为
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优良环
境，同时，我们也将继续把推动企业
上市作为对接资本大市场、争创发展
新优势的关键一招，支持更多企业上
市融资、借梯登高、裂变发展。

“海德曼”是玉环土生土长的优
秀企业，多年来，以匠心锻精品、以创

新树标杆、以品质铸品牌，扎根玉环、
坚守实业、艰苦创业，用 27年的坚守
逐步成为国内数控机床领域的行业
翘楚，为高端数控车床的“进口替代”
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今年以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海德曼”
主动配合抓防控，稳妥有序抓复工，
成为玉环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为
全市稳经济、稳就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彰显了企业社会责任感。

另悉，目前，玉环市共有上市企
业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3家，浙江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78家。（林航宇）

“海德曼”成功上市

我市上市公司增至8家

本报讯 昨天中午12时，我市
81艘拖网渔船和辅助渔船出海生
产，至此我市429艘渔船全部出海，
这也标志着今年为期4个半月的东
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

当天上午，在坎门中心渔港码
头和不远处的海面上，数艘拖网渔
船静静地停靠在此，渔船上的渔具
已安置妥当，各类生活物资也准备
齐全，只等 12时一到立即奔赴大
海。

“休息了4个多月，终于要出海
了，我们都准备好了，希望能满载
而归。”船老大庄爱建激动地说，这
次出海，他和船员们准备了20多天

的生活物资，如果一切顺利，他们
将在海上作业半个月至20天。

与此同时，市港航海洋和渔业
综合行政执法队的执法队员们也
兵分数路奔赴海上，对我市各渔港
内渔船进行开捕前的最后一次安
全检查。

“船员都人证合一了吗，消防
设备准备了吗，防疫物品呢?”在浙
玉渔 17014船上，执法人员深入驾
驶室及仓库等区域，仔细检查各类
安全设施和相关证件，在甲板上，
执法人员还用随身携带的标尺检
查了网目是否符合规定。

“此次行动重点检查船员持证

情况和救生、消防设备配备情况，
船上渔具、网具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做到‘检查一艘、合规一艘、允
许开捕放行一艘’，保证渔船不‘带
病’出海，不提前出海。”市港航海
洋和渔业综合行政执法一队副队
长李海峰说，开捕后，他们还将加
大海上巡航检查力度，杜绝各类违
法违规现象的发生。

据悉，拖网渔船主要捕捞的是
带鱼、小黄鱼、鮸鱼、鲳鱼等。预计
两三天后，渔运船就会将渔获物运
回，届时，市民将吃上品种更多的
海鲜。

（路伟凤/文 吴晓红/摄）

伏休结束先安检再出海

渔民逐浪讨海盼丰收

本报讯 “我宣布，玉
城街道南门社区志愿者联
盟正式成立！”昨天下午，
我市首家社区志愿者联盟
组织宣告成立。100多名
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到
场参加成立仪式。

玉城街道南门社区志
愿者联盟是一个民间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由志愿、无
偿为社会提供志愿者服务
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经
联盟理事会审批通过，其
他团体或个人都可以成为
联盟会员。

据了解，目前，南门社
区已有志愿者 200 多人。
此次社区志愿者联盟的成
立，旨在改善此前志愿者
活动管理相对松散的问
题，通过整合志愿者力量，
对志愿者服务进行细分，
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的社会风尚。

“我们将以此为新起
点，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社
区志愿者联盟，让志愿服
务事业蓬勃发展，从而引
领更多党员、团员、青年及
社会大众，共同为社区基
层治理贡献文明力量。”玉
城街道南门社区党总支书
记潘贤亮说道。

仪式结束后，志愿者
联盟成员马不停蹄地投入
到“创国卫”志愿行动中。

另悉，此次志愿者联
盟的成立也是对文明实践

合伙人机制长效管理的一种有益尝试。文
明实践合伙人机制是今年玉城街道针对区
域内外热心公益的社会群体及个人提出的
一种创新管理模式，希望以此让公益志愿服
务跳出保基础、低层次、低品质的通俗印象，
积极满足居民多元化高品质的服务需求。

当天，玉城街道还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文明实践合伙人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详细介
绍。 （吕琼雅 许珊珊）

我
市
首
家
社
区
志
愿
者
联
盟
成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