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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2 日上
午，台州市政协党组书记叶
海燕来玉开展“服务解难
题、助企开门红”活动，着力
帮助解决企业当前面临的
问题，破除项目推进中遇到
的难题。她强调，要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对准企业需求
点、项目卡点，以全程、精
准、联动服务助力企业做大
做强做优、工程高效高质推
进，确保一季度实现“开门
红”。

玉环市委书记周阳，市
政协主席林成辉，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杨良强陪同。

叶海燕先后来到浙江
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宇太精工股份有限
公司，深入生产一线，看生
产实况、问销售情况、察项
目进度，为企业发展把脉支
招、排忧解难。叶海燕勉励
企业要紧抓发展机遇，全心
全意谋发展、抓生产、优经
营。她要求相关部门针对
企业反映的项目审批、招工
难等问题，做好对接、仔细
分析、抓紧落实，以优质细
致的服务，用心用情促企业
持续发展壮大。

市漩门湾拓浚扩排工
程位于漩门湾二期、三期围
区内，是省“百项千亿”防洪
排涝重点工程、省重点建设
计划项目，目前正紧张有序
建设中。在工程现场，叶海
燕仔细查看规划设计图，认
真听取项目规划实施情况
汇报。她要求有关单位以
更高时间标准、更高质量要
求实现项目全方位推进，全
面及时梳理难点、堵点、卡
点，在保质保量、保安全保
规范的前提下，倒排时间、
挂图作战，加快施工进度，
全面提速项目建设。

叶海燕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以发现问题为先，聚
焦企业所需所盼所想，聚焦
项目进展实际困难，“身临
其境”了解诉求；要以纾困
解难为要，以求真务实的态
度梳理问题根源、解决具体
难题，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
困；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
常，持续强化切实有效的举
措，补齐政策短板，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以助企惠企成
效助推“开门红”。

（黄勇 张泽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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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12 日下
午，台州市副市长陈挺晨带
领相关部门责任人来到玉
环，深入部分企业走访调
研，为企业实现新年“开门
红”加油鼓劲。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
什么？”“今年产值预计有多
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
解决的？”……在浙江沪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中
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台州
丰华铜业有限公司、浙江旺
盛动力机电有限公司，陈挺
晨每到一处，都详细查看设
备装置，认真倾听项目介
绍，仔细询问产品详情，并
就企业发展前景、当前困难
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显
示，截至 2021年前三季度，
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
司实现了自成立以来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环比增速创
历史新高的良好局面。陈
挺晨一行实地参观了“中
捷”公司的全球第一条模板
机自动化装配流水线，充分
肯定了企业设计专业化、装
备精密化、销售国际化。

台州丰华铜业有限公

司现拥有 60 余个系列、千
余个品种的产品，从传统
的冷热水混合龙头到自控
节水、恒温、感应以及最新
研发的光电触控、易按键
等，主要出口美国、加拿
大、德国、英国、西班牙等
国家。2021年产值 1.85亿
元，同比增长 19.4%。陈挺
晨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的
敏锐度给予了充分肯定，
并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研
发投入，加强技术攻关，力
求以颠覆性技术、高尖精
产品赢得市场青睐。

走访中，陈挺晨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新发展
理念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
和各领域，把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
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产
业体系。同时，玉环各级、
各部门要在企业融资、人才
引进、土地要素制约、项目
建设等方面出实招、解难
题，以政府所能，补企业所
需，以最优营商环境护航企
业发展。

（江俊伟 沈思维）

陈挺晨来玉走访企业

为实现“开门红”加油鼓劲

“郑医生，我们就等你来了！”近
日上午9时，一位身着白大褂、面相憨
厚的医生刚到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
部4105室外，就被一群等待就医的患
者簇拥着进入室内，此时连就诊桌上
的电脑都还没启动。

这位刚查完病房就赶到门诊的
医生，是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
内二科主任郑启东。从医27年来，从
早到晚，接连不断地坐门诊、查病房
或做手术，是他每日工作的真实写
照。他是百姓口中最“接地气”“最亲
民”的医生，带领团队每年服务患者
近 8万余门诊人次，被群众亲切称为

“三牛医生”。
“单日就诊患者最高时可达 300

余人。尽管长时间工作让他弯下了
背，但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护士梁瑶
负责郑启东名医工作室的日常管
理。在这个不到15平方米的空间里，
她常常被郑启东的善举所感动。

郑启东有个习惯，每日来医院前
口袋里会放一些现金，遇到患者医药

费支付不够或有急需，就主动掏出来
资助。久而久之，帮助的人多了，他
自己常常记不清给过谁钱或谁向他
借过钱。

这些，梁瑶看在眼里，感动在心
里。于是，她主动当起了“钱管家”，
把郑启东的每一笔爱心钱款及时交
到患者手上，解他们燃眉之急。“主任
常常说，我们多点帮助，患者就少点
焦虑，更能安心地接受治疗。他的
话，我铭记在心。”

就诊完上午第一批患者，郑启东
立刻赶往病房。记者看到，在路上走
了不到30秒，迎面而来的患者急切地
拉住了郑启东的手。得知病人不会
使用支付宝电子医保，郑启东又快步
回到门诊室，直到帮助患者完成电子
支付才再次急匆匆出门。

郑启东管理的内二科病房，主要
收治内分泌代谢病、心血管疾病、肾
内科疾病等患者。为更加科学地预
防和控制慢性疾病，2017年，他牵头
组建了全国首家二甲医院“国家标准

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在全
国率先探索MMC“1+X”代谢病管理
模式。如今，管理系统的病人数量达
到了6500余人。

患者陈若方就是“MMC”病人管
理系统的其中一位，也是郑启东特
别关注的病人。从陈若方入院接受
治疗开始，郑启东就经常带队到他
病房开展联合会诊，不放过每一次
治疗机会。“我的命是郑医生救回来
的。没有他的细心治疗和照顾，我
可能就……”采访时，陈若方几度哽
咽。

对待病人尽心尽责、热心帮助，
对待同事亦是如此。住院医师王梦
莎是郑启东的“新徒弟”。在跟随学
医的 3个月里，常常被主任的“老黄
牛”精神和无私关怀所感动。

“主任是24小时随叫随到。记得
一次深夜，一名房颤病人心率突然慢
下来，我慌忙向主任汇报，回复的‘我
马上到’让我又感动又安心。”王梦莎
告诉记者，在内二科，青年医生除了

在周四要上临床课外，郑启东还在周
三中午专设了门诊（MMC）课，而医务
人员所吃的盒饭全是他私掏腰包支
付的。

“医者仁心，有仁心方为仁术。
只有把治病救人的仁心播撒下去，患
者的健康才能有更好的保障。”采访
中，谈起执业信念是什么时，郑启东
的话语刚毅有力。话音刚落，他的手
机响了，回复记者：“不好意思，有个
病人急需诊治。我们下次再约。”说
着就跑向了门诊。这时已过中午，他
还未就餐。

黄勇罗凯文徐恒林珈安

市第二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内二科主任郑启东：

用真情诠释医者仁心

本报讯 昨晚，2022 年“隐患清
剿、守护平安”全民大行动暨平安大
巡防启动仪式在玉环大剧院前广场
举行，这也吹响了维护岁末年初社会
稳定、营造平安祥和节日氛围的号
角。

市领导应曙华、郑波、陈彬、陈云
岳、奚尊士、沈华栋等参加启动仪式。

“我宣布，玉环市2022年‘隐患清
剿、守护平安’全民大行动暨平安大
巡防正式启动！”随着市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应曙华一声令下，广场上警
灯闪烁、警笛长鸣，来自市级机关各
单位的工作人员、市公安局民警代表
以及玉城街道工作人员、网格员、村
（社区）负责人代表等迅速进入各自
负责区域，开展为期 1个多月的平安
大巡防活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筑起一道坚强屏障。

过去一年，全市上下居安思危抓
牢平安，踏石留印守护平安，通过开
展平安大巡防等行动，取得平安建设
良好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平安玉
环”建设，2022年我市开展以“隐患清
剿、守护平安”为主题的全民大行动，
旨在动员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
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全市社会
治安形势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彬在启
动仪式上要求，岁末年初，各乡镇（街
道）、部门要高度重视，全员上阵抓巡
防，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各方力量资
源，做到人员、责任、措施到位，真正
让“隐患清下来、案件降下来、事故少

下来”，坚持守住平安底线；要紧盯重
点，确保巡防出实效，以严而又严、紧
而又紧的标准，全面落实好重点行业
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巡防工作落细落
实、做出成效；要排查隐患，做到防范
于未然，在统筹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充分运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技术，提高“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运
行效率，做好“141”与“152”体系的贯

通，确保各线信息互通、区域统筹、条
块协同、上下联动；要发动群众，凝聚
合力保平安，充分利用宣传平台，丰
富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营
造严打整治、严管严防的强大声势，
引导群众增强自防意识，实现群防群
治，让玉环社会更加安定、经济更加
发展、人民更加安康。

启动仪式上，玉城街道、市应急

管理局、市公安局作了表态发言。
当晚，应曙华等市领导一行还检

查了玉城街道李家小区出租房，前往
玉城余家桥和白岩高速口卡点慰问
布卡的公安民警，叮嘱他们要严守每
个关口，加大巡查力度，强化防控措
施，全力以赴开展大巡防，同时要注
意自身安全，尽心尽力守护玉环平
安。 （林俐 董伯志/文 陈灵恩/摄）

警灯闪烁警灯闪烁 开开启温暖守护启温暖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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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周阳
主持召开一季度“开门红”指标分析调
度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形势，安
排部署一季度经济工作。他强调，全
市上下要主动担当作为，把一季度开
局的第一仗当成最后一仗来打，全力
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市领导杜年胜、李伟文、陈彬、奚
圣懂、陈昊参加会议。

会上，市联席办、市统计局汇报了
一季度“开门红”重点指标安排。随
后，玉城街道、坎门街道、大麦屿街道、

楚门镇、清港镇、芦浦镇、干江镇、沙门
镇、龙溪镇、玉环经济开发区先后汇报
了一季度“开门红”主要经济指标研判
和留工助企争先创优举措；与会部门
进行了点评，并就如何对标对表、争先
进位，为全市实现一季度“开门红”提
供支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周阳在会上强调，要有“争”的意
识。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压实责
任，以“时刻争第一”的决心，冲刺、落实
一季度“前三”目标，用各重点经济指标
的进步突破，带动全市整体经济提升。

要有“落”的行动。各主要经济部
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担当作为、各尽
其责，持续开展精准协调调度，扎实抓
好各乡镇（街道）的指导培训，形成上
下联动的合力，共同把经济工作落地、
落细、落小到“最后一公里”。

要有“抓”的重点。全市上下要盯
牢工业、非营利性服务业等大头指标，
抓牢抓好“项目为王”“留工助企”“区
外招聘”等年前重点工作，做到具体
抓、抓具体，抓问题、问题抓。同时，要
抢抓机遇，以“抢员工”“抢时间”“抢订

单”“抢服务”赢得一季度“开门红”先
机；要开动脑筋，发挥主观能动性，努
力完成经济指标各项任务，以好的排
名确保各项工作真正开花结果。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杜年胜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研究透彻各自的承担
职责和业务内容，找准重点关键，精准
靶向发力，全力补短板、锻长板，针对
性、差异化落实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
工作质效，为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奠
定坚实基础。

（王静 应挺刚 金烨鹏 吴晓红）

周阳在一季度“开门红”指标分析调度会上强调

开局即决战奋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