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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港镇荣幸村：

蜜桔村里的甜蜜生活

前几天连着下了几场雨，清
港镇荣幸村的果农郑挺顺有些坐
不住了。昨天一大早，他带着剪
枝工具来到自家 20 亩的桔园，剪
除枝头的裂果。
“现在是桔子生长的关键
期，我每天都在地里管理，只要
这段时间管得好，今年桔子收成
就差不了，现在一部分已经提前
上市了。”郑挺顺笑着说道。看着
眼前硕果累累的桔园，郑挺顺乐
在心里。当初，他连做梦都没有
想到，有朝一日能凭着几株树苗

养活一家人。
荣幸村是位于清港镇东北部
的一个小山村，由于交通闭塞，
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民收入
低，曾被列入贫困村名单。为壮
大村集体经济，帮助村民摘掉
“穷帽”，上世纪 90 年代，荣幸村
两委积极探索产业扶贫发展路
子，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农业，增强“造血”功能，实现
脱贫致富。
为此，村两委决定由村集体
出资，从外地购置了一批蜜桔树
苗，免费发放给村民。只要愿意
种，树苗免费送。在村两委的引
导下，郑挺顺和不少村民尝试在
菜地里种下了树苗。
50 株 、 500 株 、 5000 株 ……
近 30 年时间，荒草丛生的小山头
长满了桔子树，山上也渐渐变了
样。每到金秋，一个个黄澄澄的

果子缀满枝头，仿佛整个村庄连
空气中都弥漫着桔子清香。
“以前在工厂做零工，工作
不稳定，每年只能赚四五万元，
现在每年都有一二十万元的稳定
收入，我们用双手务农致富。”郑
挺顺笑着说道，他对现在的生活
很满意，日子过得就和他的名字
一样都“挺顺”。
随着黄杜蜜桔越卖越好，荣
幸村的村民靠种桔子、卖桔子走
上了致富新路子。如今，全村 800
多户、2300 余人，桔树种植面积
900 多 亩 ， 年 产 量 达 2500 多 公
斤，成为我市规模最大的黄杜蜜
桔种植村。
第一代果农郑挺顺和乡亲们
靠着勤劳和敢闯敢干走出了一条
致富路，桔子也改变了全村人的
命运。如今，荣幸村村民们奋斗
的脚步没有因此停歇，大家还在

不断摸索发展新路子，村里不仅
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还发展
起了乡村旅游。
荣幸村党支部书记曾子行告
诉记者，这些年，他们邀请农技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生
产，提高桔子品质；在政府的帮
助下，连续 2 届举办“桔子红
了”蜜桔旅游文化节，推出采摘
游项目；致力于 900 多亩精品果
园和大雷山旅游开发，实现精品
农业和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走上
了农旅融合发展的路子。
“通过农产品品质提升和品
牌宣传，我们进一步打开了黄杜
蜜桔的销售渠道，让蜜桔不仅畅
销本地，而且销往市外等周边地
区。”曾子行表示，小小的蜜桔让
村民们摆脱贫困，过上了甜蜜的
小康生活。
王敬 郑钦心

玉环泳坛“三小将”实力不俗

省级赛事勇揽 15 金

本报讯 9 月 13 日—14 日，浙
江省阳光体育 （体育传统项目学
校） 游泳比赛在台州市体育中心
跳水游泳馆举行。来自全省 9 个
市 （县） 和 上 一 届 总 团 体 前 三
名，共 12 支队伍 240 余名运动员
参赛。由我市少体校 20 名运动员

组成的环山小学代表队参加此次
比赛，其中少体校泳坛“三小
将”在比赛中勇揽 15 枚金牌。
比赛中，女子 11 岁组的吴昊
天一马当先，在 50 米自由泳中摆
臂、蹬腿动作标准，一气呵成，
以 29 秒 82 的成绩勇夺 50 米自由

200 米 混 合 泳 、 4 × 50 米 自 由 泳 、
4×50 米混合泳第一。
3 位“小将”的 15 枚金牌为
玉环队的团体奖牌数打下了良好
基础，最终以 16 金 9 银 8 铜的好
成绩完美收官，总团体位列全省
第二。
（郑俊凤）

铁龙头区块启动拆除

大麦屿城市有机更新再迈关键一步

本报讯 9 月 15 日
上午 10 时，大麦屿街
道铁龙头区块拆除工
作正式开工，标志着
大麦屿街道城市有机
更新工作又向前迈出
关键一步。
铁龙头区块位于
大麦屿街道兴港路南
侧、永安路东侧，邻
近庆澜公园，占地
65.78 亩 。 该 区 块 拆
除后，将建成集体
育、商业、居住为一
体的城市体育综合
体，可满足当地群众
对体育健身、邻里商
业的消费需求。
据了解，为进一
步推动城市有机更
新，铁龙头区块项目
专班在签约、腾空工
作进展顺利的情况
下，正式启动了拆除
工作，对区块内已腾
空的房屋进行陆续拆
除。截至 9 月 15 日下
午，该区块 7 户房屋
已完成腾空，共拆除
企业 2 家，涉及拆除
面积 1500 多平方米。
铁龙头区块专班
工作人员陈伟锋告诉笔者，他们将继续发
扬敢于担当的实干精神，积极对接其余拆
迁对象腾空房屋，助力项目顺利推进，为
大麦屿街道城市有机更新贡献力量。
（茹冠钦）

泳金牌，随后还分获 50 米蝶泳、
200 米 混 合 泳 、 4 × 50 米 自 由 泳 、
4×50 米混合泳第一，将 5 枚金牌
收入囊中。队友张晨皓、沈宸霆
同样以势如破竹之势，一路遥遥
领先，分获男子 11 岁组和男子 10
岁 组 50 米 仰 泳 、 50 米 自 由 泳 、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整治卫生死角
美化城市环境
本报讯 9 月 15 日，玉城街
道各村、社区联合各共建单位的
党员志愿者与村社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者一道开展以“创国卫”
为主题的环境大整治行动。
当天上午，市委宣传部、市
委政法委、市机关事务中心、市
卫生健康局等 8 家社区共建单位
组织志愿者来到玉城县前社区，
全面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志愿服务
活动，助力“创国卫”。
活动中，参加整治的人员发
扬不怕累、不怕脏的志愿精神，
个个奋力争先，认真清理卫生死
角，合力整治绿化带，把长期无
人清扫的垃圾点、杂物堆等逐一
进行清理，努力为居民创造干净
整洁的生活环境。
整治活动后，志愿者们还向
沿街店铺发放“创国卫”宣传知
识手册，并把“创国卫”工作相
关知识及重要性向居民进行宣
解，引导和教育居民养成良好的
生活生产习惯，共同爱护公共环
境卫生，积极投身“创国卫”。
据了解，玉城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以“国家卫生城市”创
建为载体，不断探索和扩大志愿
服务，通过广泛动员宣传，统筹
辖区各类志愿服务力量，组成
“创国卫”志愿服务队伍，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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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创国卫”行动主力军，有
效助推创建工作。 （占瑞军）
又讯 连日来，大麦屿街道
对辖区内庆澜河及其支流持续开
展河道清理整治，全面维护和改
善街道水资源环境，助力“创国
卫”。
昨天上午，在新园村庆澜河
上游河段，清理人员身穿防水服
下到河床中央，用专业机械设备
对河床中堆积的淤泥自上而下进
行分段冲刷，并在下游处将淤泥
排出并成堆装运，现场呈现一幅
忙碌景象。
此次河道整治清理行动共投
入 15 万余元，预计清淤 8000 多
立方米。“之前这段河的淤泥堆
积时间较长，夏天有异味，我们
住在附近的村民路过时都闻得
到。现在街道安排专业人员来清
理，河道环境将会变得更美，我
们十分高兴。”新园村村民林先
生说道。
（茹冠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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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轿车行驶途中自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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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相继出手化险为夷
本报讯 昨天中午，一起
“白色小车在玉城吾悦广场 1 号
门附近路段自燃”的视频不断在
朋友圈被转发，不仅吸引了广大
市民的目光，也让大家担忧不
已。
在视频中，一辆白色轿车被
浓烟团团围住，虽已看不到明
火，却也让途经车辆纷纷避让，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对此，记者
第一时间致电报警人了解事情起
因。
据报警人赵先生介绍，当时
他正和车主坐一辆车，经过吾悦
广场门口附近路段时，突然看到
车辆引擎盖下冒起浓烟，随后便
出现了明火，他们立马熄火下了
车。
由于第一次遇到这种情
况，赵先生和车主当场吓懵。
就在这时，四五名穿着黑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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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的市民冲上前，拿出灭火器
对着车头一阵喷射。不一会
儿，火势得到了明显控制。随
后，民警及消防救援队员也到
达现场将火势扑灭。
“上午 11 时 14 分，我们消
防救援站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的
通知后，便立即调派玉城泰安路
消防站 1 车 8 人赶赴现场处置。
到场后，发现几名热心市民已使
用灭火器对车辆进行前期处置，
这一点对我们消防救援工作带来
很大帮助。”市消防救援大队泰
安路消防救援站执勤班长杨帆雷
说，他们对车辆着火点再次进行
扑灭，确保安全后才移交给交警
处置。
据了解，此次自燃事故未造
成人员伤亡，自燃原因正在调查
中。
（吕琼雅 许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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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执法整治“卫星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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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玉环人助力“玉环智造”
9 月 15 日，在龙溪镇小山外工业区的玉环超尚自动化设备厂车间里，湖北蕲春籍新玉环人查
章意 （左） 和技术员正对新研发成功的阀门自动套圈装配机做最后调试。
近年来，随着“机器换人”步伐加快，部分新玉环人在第二故乡专业从事数控车床等自动
化、智能化设备研发制造，为玉环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詹智 摄

本报讯 近日，我市组织相
关部门对玉城街道欧洲花园小
区、玉兴村开展非法卫星电视接
收设施整治联合执法检查，当场
收缴非法安装使用的卫星电视接
收设施 24 套。
执法检查中，市文广旅体
局、市公安局、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与相关村 （社区） 对各区
域全面排摸，详细掌握非法卫
星电视接收设施的安装使用情
况，并宣传动员有非法安装的

用户自行拆除上缴。同时，市
文广旅体局联合市传媒中心推
出“以锅换锅”等安装数字电
视优惠活动，进一步助推了整
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为巩固和扩大整治成效，
我市将在各乡镇 （街道） 及玉
环经济开发区开展联合整治拆
除，对居民擅自安装使用的非
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进行全面
清理。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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