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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今年，我市城市有机
更新相关工作将继续秉持“挥师大
城南、跨越分水岭、打造主轴线、盘
活空闲地、扮靓老城区”的总体思
路，围绕“一年破题、两年见效、三
年蝶变”的目标，以八大区块作为
首轮城市有机更新的重点项目，实
行“一个重点区块、一名市领导、一
名直接责任人、一个工作专班”的
责任包干制进行集中攻坚，加快推

进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
“施工进度如何？”“一定要注

意安全。”连日来，坎门街道城市建
设管理办公室（查违办）副主任杨
威显得格外忙碌，一有空闲他便来
到坎门东风未来社区项目的施工
现场查看房屋拆除进度。“目前，该
项目已拆除房屋总量的72%，预计
在 2月底拆除到位，为 3月份土地
出让做好准备。”杨威介绍道。

作为浙江省第二批未来社区
试点、我市城市有机更新八大区块
之一的坎门东风未来社区项目，位
于坎门街道入城口区域，规划总面
积约91.5公顷，其中实施区块总面
积约 28.5 公顷，规划建筑面积约
77.2万平方米（含地下室面积），计

划总投资约 77亿元。为持续加快
城市有机更新步伐，该项目自立项
以来，各项拆迁工作就紧锣密鼓进
行。

“我们与拆迁公司加强沟通，
在做好安全工作的前提下，适当加
快拆迁速度。另外，在拆除中，我
们也会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尽量
减少对周边的干扰。”杨威表示。

在坎门东风未来社区项目有
序推进的同时，玉城街道塘里村及
周边项目的安置房建设也在如火
如荼开展中。

记者日前在玉城街道塘里村
及周边项目安置房建设施工现场
看到，相较之前，房屋结构已初具
雏形。“该项目共有 6幢主体建筑，

目前一、二、三号楼已建至四层并
将于 6月完成结顶，四、五、六号楼
将于 8月完成结顶。”该项目负责
人楼林波介绍，总体工期进度比较
顺利，预计将提前3个月左右。

据了解，玉城街道塘里村及周
边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 143亩，涉
及拆迁对象 309户，房屋建筑面积
约 7.8万平方米，规划打造成智慧
生活型街区，新建公共设施及居住
小区等。

截至目前，我市城市有机更新
八大区块共完成改造签约 1399
家，拆除 711家，拆除建筑面积约
89.4 万平方米，完成投资 72 亿
元。

（吕琼雅 许珊珊 潘瑶强）

全力攻坚加速跑促蝶变

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推进

目标任务

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全域实
行2元、3元刷卡或扫码一票制。

完成情况
已完成，并已落实公交票价优

惠政策。

“以前我出门，要先坐车到玉
环客运中心，再转车去楚门。现在
家门口就能坐上去楚门的直达车，
而且票价只需 3 元，真的太方便
了！”家住芦浦井头村的张先生高

兴地说道。
张先生的出行变化，是我市城

乡公交一体化发展的缩影。
在去年“两会”上，城乡公交一

体化正式被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经过各方努力，如今我市全域已实
行2元、3元刷卡或扫码一票制，全
市城乡居民都能享受到公交票价
优惠政策，方便群众便捷出行。

“这真是个惠民利民的好事，
不仅节省了出行时间，票价也优惠
了不少，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幸福
感。”张先生说，他在坎门上班，前
些年因坎门往来楚门没有直达的
公交车，他每天都需要转车去玉环
客运中心才能坐上去楚门的公交
车。但在不久前，我市新增了坎门
至楚门的直达公交车，这大大方便
了出行。

像张先生一样，今年 70多岁

的李大爷也享受到了“公交福利”。
李大爷家住坎门渝汇小区，因

热爱唱歌，他每天都会坐公交车到
玉环公园和伙伴们唱唱歌、跳跳
舞。但是前些年，由于班次少、票
价贵，每次出行都极其不方便。如
今，我市统一了公交票价，像李大
爷一样的老年人便可在玉环市域
范围内使用市民卡免费乘坐所有
城乡公交。

按照城乡公交一体化政策，我
市构建城乡三级公交客运网络体
系，其中城区公交为一级网络；各
乡镇（街道）、玉环经济开发区之间
的城乡公交为二级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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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线路里程10
公里内实行 2元一票制，线路里程
10公里以上（含 10公里）实行 3元

一票制；60—69周岁老年人票价每
趟次减 2元，70周岁以上老年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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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市还整合了现有公交
客运资源，重新组合了全市共 3家
客运单位：玉环玉汽公共交通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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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创新统一管理模式，做
大做强做优公交企业，提升公交服
务效率和水平，此举也获得了不少
市民点赞。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我市
还将加快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步
伐 ，投入公交车到站实时查询系
统，促进我市公交行业可持续健康
发展。

吕琼雅叶财祥

构建城乡三级客运网络

“公交福利”覆盖全域

本报讯 2月 20日，玉环（上
海）科创人才飞地项目室内装修
开工，为我市实现科创人才飞地
筑巢上海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玉环（上海）科创人才飞地项
目是我市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推动形成“研发孵化在上海、
智造落地在玉环”产业转型模式
的重要举措。项目位于上海市徐
汇区，建筑面积1916平方米，由市
城建集团科技孵化器公司负责日
常管理实施，承担科技孵化、人才
引进、企业服务等相关工作。该

项目室内装修施工招标工作于今
年春节前顺利完成。节后一上
班，市城建集团就紧锣密鼓加紧
对接联系施工单位推进开工建
设，力争今年上半年建成投用。

据了解，该科创人才飞地投
用后，将成为我市科创企业在沪
联络站、会客厅以及对外宣传的
窗口，发挥其作为玉环在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的桥头堡作用，一方
面鼓励玉环本地具有科技含量的
企业入驻，利用上海高端人才和
科研机构集聚优势，促进企业创
新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吸引上海
或海外优质创业项目入驻孵化，
成熟后转移到我市进行产业化发
展，从而形成“前台在上海、后台
在玉环”的协同创新模式，推动玉
环科技、人才、产业充分发展。

（苏江利 陈国）

玉环（上海）科创人才
飞地项目开工建设

昨天，记者在玉环万达广
场项目工地看到，工人们正热
火朝天绑扎梁钢筋，吹响了节
后抢抓工期的冲锋号。

据了解，玉环万达项目约
200 多名施工人员于正月初
六复工，全力确保今年6月文
旅 综 合 体 主 体 结 构 完 成
90%。 吴晓红摄

日前，记者从我市统计部门了解到，2020年我
市人民币贷款余额716.94亿元，同比增长13.5%；人
民币存款余额843.37亿元，同比增长10.7%，人民币
存贷款余额双双呈现正增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金融机构累计向全
市 3.8万多家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累计总额达
343.62 亿元，同比增幅 21.33%，积极为他们“输
血”。

据了解，在过去一年中，我市不少企业，特别
是一些小微企业因疫情受到不同程度影响。为全
力破解小微企业融资中的贷款难、抵押难、复工复
产资金压力大等问题，我市全面落实推广再贷款、
疫情转向再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相关政策，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春节刚开工，浙江美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叶忠民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即使在春节放
假期间也经常接到客户的咨询，但谁又能想到去
年6月企业却面临关门的危机。“美泽”公司是一家
主要经营汽车零部件的企业，去年年初因疫情影
响，工人无法第一时间回到公司，很多订单因此延
误导致无法按时交货，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拍卖设备是真的没有办法，当时自己无法筹
集到太多资金。”叶忠民回忆道。就在拍卖设备前
夕，叶忠民从玉环永兴村镇银行了解到关于“扶工
助企”的相关贷款政策，这也让他看到了光明和希
望。

在银行的贷款支持下，美泽公司很快步入正
轨，公司去年不仅没有亏损，而且产量和销量比去
年都增长了60%以上。

去年 3月复工复产后，因大量订单涌入，玉环
荣兴包装有限公司在采购生产原料资金上犯了
难。

该公司总经理陈行荣回忆道：“当时第一时间
想到寻求银行帮助，没想到上午提交了申请资料，
下午就收到了放款通知。”也正是玉环农商银行送
来的这场“及时雨”，给“荣兴”公司带来了流动资
金，为企业加快生产带来了转机。

记者了解到，在 2020年全年贷款数据中，5月
和10月出现了两个峰值。中国人民银行玉环支行
副行长胡再华分析说，5月份是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和央行稳企业保就业货币政策实施的重要窗口
期，10月份是我市外贸出口订单全面回暖阶段，也
是融资需求形成一个大幅回升的关键时期，所以
这两个阶段银行新增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相对较
大。

此外，全市各银行积极贯彻落实普惠小微企
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从而为遭受疫情冲击的广
大小微企业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其中，仅玉
环农商银行2020年就发放延期本金16.11亿元，延
期率达85.32%，位列台州同行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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