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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下面，请各位干部交接
工作清单……”昨天上午，我市举行
乡镇部门主要领导“三张清单一本
账”工作交接仪式，36名离任、接任领
导干部签署《工作交接表》，传交岗位

“接力棒”。
为推动前后任领导干部在工作

上迅速衔接，使得新班子高效运转，
我市率先在台州市探索实施领导干
部“三张清单一本账”工作交接制
度。该制度以离任领导为工作交接
的责任主体，围绕“紧要任务清单”

“岗位经验清单”“风险隐患清单”三
张清单填报《工作交接表》，形成“工

作交接一本账”。
“‘三张清单一本账’形式，有助于

我快速熟悉情况、进入角色、打开局
面，也有利于保证工作的连续性，避免
工作脱节延误。”龙溪镇镇长钟一铭即
将上任该镇党委书记岗位，在前任党
委书记张国力的帮助下，钟一铭理清
各项交接工作内容，摸清清单中的要
点难点问题。作为一名肩负“承前启
后”职责的干部，清单式交接使钟一铭
既能接好新岗位，又能传好老岗位。

据悉，“三张清单一本账”制度明
确交接内容、规范交接程序、强化后
续跟踪。通过工作交接后的 6个月

“紧密衔接期”，3次以上的“面对面”
交流探讨等形式，着力破解部分离任
领导“离岗即甩责”、新任领导“接棒
不接力”的问题，避免换届交接易出
现的“甩包袱、撂挑子、卸责任”问题。

仪式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
灵志强调，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做
好离任工作交接的重要性，做好工作
交接是讲政治、顾大局的重要体现，
是事业长效延续的重要保障，是干部
素质的直接反映；要认真主动落实好
交接工作的各项要求，明白“交什
么”，做到“交的深”，确保“交的好”，
列好“三项清单”，做好交流帮带，认

真履行好作为“一把手”的职责。
李灵志要求，各新任领导干部要

在迅速接棒中勇开高质量发展新
局。要磨砺担当本领，切实担起“抓
全面、全面抓”的责任，始终站在全局
高度、立足当前，努力谋划符合上级
要求和本地实际的工作思路；要勇于
争先进位，在各项专项攻坚工作上，
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拿出“到位
就奔跑、上任就实干”的姿态；要守牢
纪律红线，牢记“知敬畏、存戒惧、守
底线”，做到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
法纪，在广大群众中树立起干净干事
的良好形象。 （金迪 董伯志）

离岗不甩责 接棒又接力
乡镇部门主要领导“三张清单一本账”工作交接仪式举行

1984年，城关三合潭发
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证
实商周时期玉环已有人类
生息繁衍。

遗 址 面 积 2000 平 方
米，已发掘 500 平方米，文
化层厚 2米左右，主体堆积
为商周时期遗存。遗物主

要有原始瓷和印纹硬陶，
原 始 瓷 约 占 器 物 总 数 的
80%。密集的木桩、木柱等
建筑基础遗迹显示其为干
栏式建筑，对研究浙南沿
海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
貌、聚落形态具有很重要
的价值。

三合潭遗址证实
商周时期玉环已有人类生息

□导读

你的心愿我们帮你完成
——详见2版

本报讯 昨天上午，“灿都”远离，
天气放晴，驻镇村规划师柯善安第一
时间赶到沙门镇岳鑫村，马不停蹄地
开始了一天的地毯式实地调研。

近日，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印发
《关于推动建立驻镇村规划师制度的
通知》。根据《通知》，沙门镇岳鑫村
被选为浙江省第一批村庄规划编制
和实施监督省级试点。柯善安，正是
被派驻到岳鑫村的驻镇村规划师，他
将依据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设计和相
关技术规范等开展工作，为岳鑫村规
划管理决策提供专业服务。

跟着柯善安，记者在岳鑫村走了
一圈。眼前的祥云小区，别墅鳞次栉
比，村民们正在公园里悠闲散步。作
为新生的高山移民安置小区，祥云小
区附近还建成了配套的集中式居家
养老中心和文化服务中心，是一个服
务功能齐全、环境整洁美丽的高品位
农村社区。

只要见着村民，柯善安都会细细
询问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村民陈

灵芬笑着表示：“我们从山上搬到山
下的新小区，环境好，大人工作、孩子
上学也方便，生活真是越过越好。”

一个布局分散、以老年人口为主
的高山移民新村，如何会蝶变成宜居
的好去处？其背后是乡村振兴的不
断推进。

岳鑫村位于沙门镇北部，分为山
上老村和山下新村（外山新村和祥云
小区）两个部分，总人口近2000人，但
实际村域内居住人口仅600余人。为
了改变村民的生活环境，岳鑫村村班
子着力优化山下新村的规划设计，创
造富有特色的农村住宅，加强绿化空
间的建设和整治，改善村居环境，完
善村居服务能力，让高山移民的生活
质量得到大大提高。

可对于岳鑫村发展振兴来说，生
活品质上的提升还远远不够。“村民
安居乐业和乐融融的美好愿景正一
步步实现，但我们更希望山上老村产
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能跟上步伐，为
薄弱的集体经济带来新活力。”岳鑫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儒波说
道，“我们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在250万
元左右，基本上来自滨港工业城村留
地的工业厂房出租，村民主要收入来
自农业种植、打工等，收入还是没跟
上去。”

收入跟不上，本就老人居多的岳
鑫村空心化就日益加剧。村里流失
年轻劳动力，产业发展也失去了关键
的人力……种种迹象表明，岳鑫村的
产业发展被系上了一个“结”。要打
开这个“结”，柯善安必须找到关键的
突破口。

经过调研，柯善安发现岳鑫村产
业发展的重点在于拥有丰富文旅资
源的山上老村。在他的规划中，依托
岳鑫村现状产业特点，在保持水库风
光、传统石屋等村落风貌的基础上，
可建设乡村旅游接待设施，开发露营
基地、文艺活动基地和高端休闲度假
区，以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同时，
结合茶叶加工和品茗，可以开发有机
农家产品，在生态种植业的基础上发

展农家乐等第三产业，振兴乡村经
济。此外，加强白山公路、吴山路建
设也能够发挥其纽带作用，增强山上
老村和山下新村凝聚力，更好地促进
岳鑫村融合发展。

“我们来村里就是要帮村民、帮
村子解决问题。”柯善安表示，身为驻
镇村规划师，不仅要“问”出真章，将
村情民意了然于胸，更要“商”出规
划，寻找乡村振兴发展的新道路，为
乡亲谋求新的发展福祉。

“驻镇村规划师的到来，对于探
索村庄融合发展、新时代背景下打造
乡村振兴升级版具有借鉴意义。”沙
门镇村镇建设办副主任沈益表示，希
望驻镇村规划师能更多地参与沙门
镇国土空间规划、重要城市节点设计
等工作，对产业发展、风貌塑造、实时
策略等方面提出专业建议，为乡镇规
划管理工作决策指明方向。

据悉，除了沙门镇岳鑫村，芦浦
镇芦北村同样入选首批省级试点。

（王静 金烨鹏 汪陈未）

“问”出真章“商”出规划
“寻”出道路“谋”出福祉

沙门岳鑫芦浦芦北有了全省首批驻镇村规划师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吴
才平深入城区各地督查疫情防控工
作。他强调，疫情防控容不得丝毫马
虎懈怠，全市上下要不厌其烦、久久
为功，突出外防输入、内强管控，常态
化落实落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感谢你主动报告自己的行程。”
“要安心，有什么需要及时跟社区联
系。”当天上午，吴才平首先来到玉城
街道两个居家隔离点，亲切看望居家
隔离人员，宽慰他们保持愉快心情，
安心居家隔离。他说，疫情防控是每
个人的责任，大家都要增强意识，及
时汇报个人行程，主动配合落实相关
防控措施，“这既是为了公众的安全，

也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全”。
在瑞人堂药店玉城店、好多多超

市渔岙店，吴才平重点检查了人员测
温和“双码联查”情况。他强调，药
店、超市是守好“小门”的关键关口，
企业一定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不厌其
烦、不怕麻烦，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和要求，完善消毒记录、顾客登记
等工作台账。要“拿着放大镜找问
题”，对发现的问题即知即改、立查立
改，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漏洞。同
时，相关部门要加大检查力度、加强
服务指导，帮助企业共同做好工作，
守好“小门”。

吴才平一行还来到城关中心小
学，仔细检查校园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情况，叮嘱学校强化“家门到校
门”全过程把控，做好后勤保障等
全员全覆盖。当前尤其要强化宣
传，引导广大师生和家长尽量减少
出行，做到非必要不出省；要加强
信息核查，及时掌握外出人员相关
行程轨迹，做到心中有数；要盯牢
食堂配送、校园保洁等环节，在定
点定车定人定企的基础上，确保车
辆、工具定期消毒，人员定期核酸
检测，细之又细做
好防控工作。

督查 中 ，吴 才
平要求，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聚焦快速
反应，广泛发动村

居（社区）干部、网格员、房东等各方
力量，抓好信息报告核查，打好有准
备之仗。要坚持严管理与优服务并
重，尤其要关心关注隔离人员生活
起居情况，做好其生活物资保障和
心理安抚等工作。要突出担当奉
献，奋战防疫一线，主动发现问题，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晓红）

吴才平督查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久久为功常态化织密“安全网”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各
乡镇（街道、开发区）人大负责人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环岛公路
各段现场，视察规划建设情况。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施红兵，
副主任陈学杰、张海舟、符进友、
胡载彬、林仁斌参加视察。

市委常委陈威陪同视察。
视察中，施红兵一行先后经

西青岭隧道、城北大道等地到达
大麦屿鲜叠堤坝，听取环岛西路、
环岛南路线位方案介绍；经县道
坎鲜线、漩门三期堤坝，到达干江
镇断岙山嘴，听取环岛东路漩门
三期段路堤结合方案、西沙门大
桥“文旦桥”设计方案介绍；最后
到达清港镇垟根隧道，听取环岛
北路规划介绍。通过实地走访的
方式，大家详细了解了目前工程
建设进度和相关情况。

据了解，环岛公路是一条具
有玉环滨海特色的生态旅游环岛
景观大道，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标
准设计，双向四车道或六车道，公
路里程约 100公里。主要包括已
建成通车的环岛西路、正在建设
的环岛北路、已完成前期设计的
环岛南路以及正在开展前期设计
的环岛东路。

其中，环岛南路即 S203省道
坎门至大麦屿段公路，全长约
19.5公里，投资估算 28亿元，计
划建设工期 36个月。项目起点
位于坎门街道水龙村附近，接
S226省道，利用双港路后穿凤凰
山隧道至小里岙，过坎门渔港，经
白沙岙、鹭鸶礁、鲜叠、龙湾、环海
后，终点与大麦屿疏港公路相接。

环岛东路即 S203省道沙门
至坎门段公路，全长约 28公里，
投资估算 65亿元。项目起点位
于沙门镇，接 S226省道，利用沙
门滨港工业城富港路，设西沙门
大桥，穿干江滨港工业城，漩门三
期段在结合水利部门安澜提升工
程采用“路堤结合”方案布线，经
坎门海洋经济示范区北侧后，利
用坎门交通路，终于 S226省道与
环岛南路相连。

视察前，市人大常委会还召
开汇报会，观看《玉环市综合交
通运输“十四五”发展规划》视
频宣传片，并听取了市交通运
输局关于环岛公路规划建设情
况的汇报。

（苏彬辉 刘斌辉 陈灵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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