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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玉环体育馆方舱
接种点“开舱”后，昨天，市
妇保所临时接种点、楚门小王
村 村 部 方 舱 接 种 点 也 相 继 启
用，推动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和
效 率 ， 加 快 构 建 人 群 免 疫 屏
障。目前，全市单日接种能力
达 1.2 万剂次，最高可达 1.7 万
剂次。

当天上午 9时许，记者来到
楚门小王村村部方舱接种点，
正门由安保人员把守，接种人
员需佩戴口罩、测体温和核验
健康码后才能进入。方舱内分
为等候区、登记区、接种区、
留观区、应急处置区等多个区
域，每个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指引。各个区域间隔合
理、明确，接种流程顺畅，秩
序井然。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市民
惠正东经过健康问询、信息登
记、身份核验、填写知情同意书
后，接种了新冠疫苗。“整个过程
只用了 5分钟，非常方便，而且
接种完没有任何不适感。”惠正东
说道。

“听说楚门小王村村部方舱
接种点启用，我一大早就赶来
了。”市民屠陈敏告诉记者，下个
月他要去外地出差，接种新冠疫
苗后心里也踏实多了。

据了解，楚门小王村村部方
舱接种点从各地抽调了 30多名医

务人员，组建成临时接种团队，
所有医务人员都经过统一培训，
且每个接种区及留观区配备急救
设备、设施和药品。

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副院长朱杨明介绍：“楚门小王村
村部方舱接种点主要面向港北片
的企事业单位员工、学校教职
人员、工厂工人等群体，提供有
计划的预约接种服务，服务时间
根据疫苗剂量来调整，日接种量
可达5000人。”

为提升服务能力，我市在现
有 11个接种门诊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紧急建设 3 个临时接种点
（其中 2个为方舱式、1个依托妇
保院设立临时接种点），由两个健

共体集团总院和妇保院全面负
责，以满足大规模人群接种需
求。目前，3个临时接种点已全部
启用。全市已累计接种新冠疫苗
6.2万多剂次，未发生严重疑似异
常接种反应。

值得一提的是，除诸如妊娠
期妇女、对疫苗成分过敏或过敏
体质者、患有未控制的癫痫或其
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发热或急
性疾病患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
期患者、严重慢性疾病未控制者
等有接种禁忌症的市民外，所有
年满 18周岁的市民请尽早前往所
在地接种门诊免费接种新冠疫
苗。

（张莺莺 林珈安）

我市再添两处临时接种点
目前全市日接种能力达1.2万剂次

本报讯 连日来，我市各地党
员干部带头接种疫苗，积极营造
疫苗接种良好社会氛围。

昨天，芦浦镇组织辖区党员
干部来到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芦浦分院开展疫苗接种。在该分
院的预防接种门诊登记处，医务
人员详细询问了接种人员的健康
状况，在确定符合接种要求后，
为其接种了疫苗并交代了接种后
的注意事项。

“打了疫苗心里踏实，也希
望还未接种疫苗的群众提前安排
好时间来接种。”党员朱松娥说。

不仅是朱松娥，近段时间，
接种新冠疫苗已成为我市广大党
员干部的自觉行动。

当天上午 10时，在市人民医
院健共体集团大麦屿分院的预防
接种处，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市
民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身穿红马
甲的辖区党员干部（如图）。

杨守宝是大麦屿街道新园村
的党总支书记，当天他组织了辖
区内 10余名党员干部前来接种疫
苗。“接种疫苗既能保护自身安
全，也向大家证明了新冠疫苗是
安全、有效的。”杨守宝表示。

据大麦屿街道防疫办工作人
员林伊卉介绍，早在今年 3月左
右，大麦屿街道就积极发动机关
单位的党员干部接种。通知一经

发出，就有干部职工踊跃报名。
随后，村（社区）各级干部群众
也迅速响应，第一时间自愿报名
带头接种疫苗。截至目前，辖区

内接种人员已达 7000余人，党员
干部接种率为80%。

为做好疫苗接种宣传工作，
大麦屿街道还利用横幅、发放宣

传单等多种方式，结合自身接种
体验向群众讲解接种疫苗的重要
意义，号召大家积极主动参与疫
苗接种。（吕琼雅/文 陈灵恩/摄）

党员干部带头接种新冠疫苗

一台设备、7道工序、8个工位、产品
一次成型……日前，记者在浙江里格自动化
设备有限公司车间的一台全自动手模加工中
心设备上看到，一根木条从送料口“上线”
后，经刀具打磨，不到 8秒钟产品就顺利

“下线”。
“以前，每个工位都需要一名工人操控

一台设备，现在我们将 7道工序、8个工位
集成后，生产效率实现翻番。”浙江里格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责人彭四兰说。目前，
这一技术填补了国内全自动手模加工中心的
技术空白，正在申报2项发明专利。

在龙溪镇小山外数智孵化园，像浙江里
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这样的现代化科技型
企业还有不少。

作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
心与我市合作结出的科创硕果，龙溪镇小山
外数智孵化园自去年 12月 7日正式启用以
来，将水暖阀门智能制造、新材料、数字信
息服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等作为重点
发展领域，吸引了包括浙江先飞数智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天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同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38家企业、机
构、项目入驻，产生了积极的集聚效应。

行益科技（台州）有限公司是一家立足
于高端气动产业，机、电、材全面发展的科
技型公司，也是开园之初首批入驻的企
业，预计今年产值将突破700万元。

“当前，国内许多企业对国产高端电子
阀需求迫切，我们通过技术创新，仅用了半
年时间就实现了比例阀、集成式真空发生器
大批量投产，这离不开园区的大力支持。”
行益科技（台州）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愉深说
道。

在科研方面，行益科技 （台州） 有限
公司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
心合建玉环水暖阀门智能技术应用实验室
和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智能技术应用实
验室，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转化。在人才
智力方面，该企业通过浙江清华长三角研
究院台州创新中心“链接”到一批高级工
程师、博士等相关领域技术人才，现企业
已申请专利 30项。“今年，我们将继续专
注于比例阀和集成式真空发生器的创新开
发，致力于核心元器件国产化，努力实现
新的突破。”曾愉深说道。

从原先“脏乱差”的小山外工业点摇身
一变，成了焕发蓬勃产业生命力的小山外数
智孵化园，园区企业的成长离不开服务的加
持。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和
政府资源为入孵企业提供创业咨询、战略规划、培训交流、企业管
理、投融资等全生态全方位服务支持，园区还对入孵企业设定考核目
标，达标企业可以享受减免租金等优惠政策。

“今年，我们将重点建设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智能技术应用实
验室，在科技创新、人才培育、知识产权、关键共性技术等方面加快
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小山外数智孵化园负责人
郑祖松说道。 王敬 陈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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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坎门街道举
行 2021年第一季度村社书记例
会，19位村 （社区） 党组织书
记登台赛拼、交流心得、比学
赶超，营造实干争先的浓厚氛
围。

去年 12月，坎门街道在圆
满完成村（社区）组织换届后，
根据上级要求，从工作最棘手、
群众最期盼的老大难问题发力，
19个村 （社区） 认真领办、履
职践诺，在比学赶超中创先争
优。

会上，19 位村 （社区） 党
组织书记汇集一堂，上演一场别
开生面的“头雁领航”季度工作
汇报。大家围绕 2021年度干事
承诺清单、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下阶段重点工作等方面展示阶段
性成果，晒出今年第一份成绩
单。

“鹰东社区瓜子金片公寓式

住房项目已完成省级土地审批、
规划设计审批、项目立项、土地
平整等工作，已登记购房户 40
余户，正按计划推进项目。”鹰
东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汉喜汇报了
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社区重点打造‘邻距里’
服务项目，自今年 1月 5日起,已
开展太极拳、书法、二胡、垃圾
分类等培训19次，受益群众215
人次，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
增强了大家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渝汇社区党支部书记李
海英说道。

会后，各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表示，这种晒拼比干劲的形
式非常好，能进一步激发大家的
干事热情，下阶段将就短板弱
项，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补齐，
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民生实事办
理。

（潘瑶强）

坎门：

村社书记晒业绩比干劲

本报讯 昨天是世界卫生日，
一大早，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坎门分院党总支在坎门渝汇社区
开展送医服务。

从突发心梗如何救助到怎样
正确做好手指保健操，医护人员
为社区居民上了一堂以防治冠心
病为主题的医学健康知识讲座。

“我睡眠不好，时常感觉胸
有点闷，听了讲座后学到了很多
保健知识。”居民林女士对这堂课
赞不绝口。

活动中，医护人员还为大家
免费送上中医诊疗服务。

居民唐女士因脖子不舒服，
刚好抓住这个机会在家门口让医

生给自己做个针灸，并对医院的
健康服务频频点赞。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
处，市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坎门
分院党总支以世界卫生日为契
机，在坎门辖区的机关、学校、
企业、村（社区）开展医疗巡回
服务，向市民传播健康养生知

识，以实际行动践行医务工作人
员的初心与使命。（龚松 曹晓贝）

昨天是世界卫生日

医护人员送医进社区践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