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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优势 主动作为

乡镇活动

清港镇奋力擘画“同善共富”新图景

创新数字赋能
筑牢防疫高墙

■本报记者 陈微斐

■本报通讯员 王煜恺

积极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全力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点；科学谋
划城乡布局，加快 228 国道清港连接
线建成投用，创成省级城乡风貌县域
样板区；深入推进文旦产业“接二连
三”集成创新示范项目，助推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清港镇把握机遇，立足
优势，主动作为，力争在打造“一极
三城”、建设“四个玉环”中展现更
大担当、实现更大作为，奋力建设
“同善共富”新清港。

优服务解难题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好不好，政府服务能力
强不强、担当力度够不够，企业最有
发言权。
“感谢清港镇政府为我们企业提
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1 月 11 日，当
记者走进浙江华龙巨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时，该企业负责人孙起斌就主动
说起了他眼中的营商环境的提升，
“清港镇领导每月都来企业走访，我
们遇到难题时，他们都积极主动帮助
解决”。
“华龙巨水”位于清港科技工业
园区，是一家主要生产集给排水、燃
气、暖通智控等流体控制系统及配套
产品的公司。由于受原材料价格上涨
以及疫情影响，该公司今年有很多集
装箱出不去，对外贸易面临严峻挑
战。
“清港镇领导来走访时了解到我
们遇到的难题，就主动出面帮我们联
系了航运公司并进行对接，解决了我
们的燃眉之急 。”孙起斌告诉记者 ，
有了政府营造的良好营商环境后，企
业自身也不断深耕，通过加大投入自
动化设备，开发数字化系统，有效提
升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产品的转型升
级。因此，2021 年，“华龙巨水”的
生产总值超 10 亿元。
孙起斌还告诉记者一件清港镇政

府积极作为的事，就是把清港科技工
业园区的主干道湫盐路从原先坑洼的
石渣路改造成 28 米宽、双向四车道的
水泥大道。“现在我们企业的货车出
入更方便了，整个园区的形象也有了
很大提升。
”他开心地表示。
原来，清港镇为了提升清港科技
工业园区的整体品质，服务好在园企
业，投入了 9000 万元更新建设科技园
区，包括实施道路更新提升工程，建
设双向四车道道路，实施管网提升、
管线入地工程，改善园区环境。同
时，该镇还整合规划闲置土地 50 多
亩，建造停车场、疏导点、餐饮和购
物等功能区块，为园区企业提供停
车、购物、就餐等服务。在实施更新
计划之前，清港镇还成立专班，走访
园区近百家企业，倾听企业心声、收
集改造方案。
“以前园区内的道路不仅坑洼，
而且还有不少流动摊贩占道经营 。”
孙起斌告诉记者，如今不仅道路宽敞
明亮，政府还设置了摊贩疏导点，既
满足企业员工的生活需要，又提升了
园区环境 。“附近还新建了小公园 ，
停车场也开始动工了，以后在园区内
生产生活都更加便利了。
”

是玉环“十三五”交通运输发展规划
“五纵五连一环岛”路网结构中大环
岛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228 国道贯
通后将全面促进港北区域融合发展，
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推动
乡村振兴提供最有力的基础支撑。
目前，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工程
桥梁工程部分基础及下部构造全部施
工完成，路基工程部分已完成全线路
基填筑、边坡整形工作及涵洞工程，
且进入预压期，预计 2022 年 6 月底可
具备通车条件。
“2021 年虽然受疫情、雨季和台
风等客观因素影响，但我们还是按时
按 点 完 成 了 指 标 任 务 。” 杨 铁 科 表
示，他们科学合理安排人员，通过
“白+黑”“5+2”等模式实施“两班
倒”，24 小时不间断进行施工，加速
了建设步伐。
为加快项目推进，项目、工程、
监理三方还始终坚持工地巡视和周报
制度“雷打不动”，每周开例会、排
生产计划，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
施工进度。

全力以赴赶进度
国道贯通赋能城乡共融

走进清港镇垟根村，只见白墙黑
瓦的民房掩映在果树丛中，生机盎
然，再寻常不过的乡村风貌，却处处
透出艺术气息，其中最吸引人眼球的
便是正在建设的文旦风情观光带。
长达 800 多米的文旦风情观光带
仿佛一道彩虹从入村口蜿蜒至村内，
漫步其上，迎面而来的是互动打卡
墙、观景台、感应水雾门、光感通道
等各色互动小品 （见上图）。
“目前观光带的建设已完成 95%，
预计春节前除观景台外，其余都可完
工。
”施工方负责人王家乐告诉记者。
除文旦风情观光带外，垟根村还
在进行文旦全产业链数字平台建设、
文旦集成服务产业区建设，进一步提
升了文旦产业种植智能化水平和乡村
旅游的可玩性、趣味性，充分做到文
旦、文化、文创“三文”融合，进一
步彰显清港人文底蕴。
这是清港镇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

“预计本月可以完成清港下洞山
隧道右洞贯通。”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
工程生产部部长杨铁科介绍，下洞山
隧道处于 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工程的
中间路段，该隧道左洞已经完成顺利
贯通，待右洞贯通后，运料施工车可
以通行，将大大加快工程进度。“目
前水稳拌合站也正在加紧建设中，预
计今年 3 月份可以完工，为后续路面
铺筑提供条件。
”
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工程起于清
港镇礁西村，终点和 228 国道苔山塘
处相接，途经王家、下凡、凡海等 10
个行政村，全长约 7.3 公里，总用地
面积 585.6 亩，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
计，概算总投资约 9 亿元，路面宽度
26.5 米，双向四车道。
作为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同时也

“接二连三”走新路
农旅融合惠民生

兴文旦产业“接二连三”集成创新示
范建设项目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清港镇围绕高质量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镇建设目标，
以垟根村、樟岙村、芳斗村为试点，
深入推进文旦产业“接二连三”集成
创新示范项目，打造文旦产业核心
区，让文旦“接上”第二产业，发展
深加工，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连上”第三产业，做优文化和文创
产品，助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
“在文旦种植上，现在灌溉管道
已直接接到文旦园里，农户只要打开
水龙头就可进行灌溉，比起以前用三
轮车或从山下一桶一桶把水运到山上
给果树浇水，要省力多了。”在尝到
了“接二连三”项目的甜头后，垟根
村的文旦农户连连点赞说，充沛的水
分让今年文旦的裂果率降低了不少。
灌溉管道是指“接二连三”项目
中正在全力完善的文旦种植区灌溉系
统，覆盖清港镇文旦年产量最多的地
方——垟根村、樟岙村和芳斗村，共
计文旦种植面积约 5000 亩。
与此同时，清港镇将其中 20 亩设
置为文旦果园精品实验示范区，配套
建设文旦智能灌溉系统，利用传感器
收集果园温度、湿度、需水量等参
数，通过数据反馈、分析，从而明确
果园灌溉需求，实现数字化灌溉。
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清港镇已
完成垟根村、樟岙村的铺管工作，接
下来，还将继续加快工程进度，预计
今年 3 月底全部完工。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在经济发展
上有新突破，在城乡统筹上有新提
升，在民生普惠上有新跨越，在平安
建设上有新成效，在党的建设上有新
作 为 。” 清 港 镇 党 委 书 记 陈 杨 建 表
示，清港镇将以“赶考”姿态答好共
同富裕这道必答题，擘画出一幅生态
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繁荣的
共富新画卷。

亮点聚焦

玉城

本报讯 日前，玉城
街道防疫工作组到各村
（社区） 开展检查，对各
场所实施“云上评分”
记分。
据了解，玉城街道
注重群众智慧、人工智
能相融合，提升数字化
理念、认知、手段的变
革思维，强化数字化认
知，以“基层治理四平
台”为枢纽，创新研发
“智慧玉城平台”，开展
全民参与防疫检查工
作，人人皆可评分，有
效加强防疫工作。
“云上评分”总分值
12 分，若发现违反疫情
防控的相关规定要求，
给予相应的扣分，未及
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将
继续扣分，直至 12 分扣
完后关停整顿。

此前，玉城街道 170
名网格员全体出动，下
发告商家通知书，要求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并
且自主注册定位商铺信
息。目前，已有 5182 家
商铺完成注册。
目前，玉城街道已
授权村干部、防疫工作
组、村务工作人员、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可
通过“智慧玉城”进行
评分，完美做到无纸
质、易搜索和精准定位。
玉城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李洋表示，“智慧玉
城平台”的推出，有效
解决纸质评分遗漏、转
送不及时、执法出动较
慢的问题。该街道将更
好地利用现代化数字技
术，提高工作效率，筑
牢防疫高墙。（肖聪聪）

芦浦

头雁领航比学赶超
履职践诺共富共进
本报讯 近日，芦浦
镇 召 开 2021 年 四 季 度
“头雁领航·村村提升”
擂台赛暨“履职践诺、
共富共进”大会，进一
步激励村干部担当履
职、实干争先，营造浓
厚的比学赶超氛围。
该镇领导班子成
员，驻村组长，各村书
记、农村指导员、选调
生等参加会议。
“我村投入建设新民
小区，建成后通过房间
出租、店面出租等方式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预计 2023 年起，每年能
为 村 集 体 增 收 150 万
元。”“2022 年，我村计
划与大塘村、小塘村进
行村留地联合开发，共
同致力提升集体经济，
带动三村村民共同富
裕。
”……
会 上 ， 12 个 村 党 组
织书记轮流上台现场述
职，主要围绕各村重点
工程项目、党建等方面
工 作 ， 总 结 2021 年 工
作，提出 2022 年工作要
求和目标。同时，各村

就实施共同富裕的共谋
共建项目和村级党建品
牌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对 12 个行政村的履
职情况，芦浦镇党委书
记李益枫给予了充分肯
定，同时强调各村要抓
好“四个报表”：要抓好
党建报表，各村党组织
书记要切实承担起基层
党建带头人的职责，率
先垂范，统筹谋划，充
分发挥村两委班子工作
积极性，同时要抓好后
备力量建设，培养好队
伍阶梯，共同促进村庄
发展；要抓好经济报
表，要下足功夫，着力
壮大集体经济，做到资
金要平，项目要争，资
源要整；要抓好民生报
表，加快推进民生实事
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要抓好平安报表，
时刻绷紧平安这根弦，
不断深化完善消防安
全、疫情防控等各项工
作，进一步巩固提升平
安基层基础，确保各村
和谐稳定。
（林慧）

腊八节送腊八粥 浓浓粥香暖寒冬
坎门
热闹腊八节 温暖邻里情
本报讯 过了腊八就是年！为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1 月 10 日，坎门街道多
个村 （社区） 开展“情暖腊八 爱心粥到”
活动，为居民免费送上热腾腾的腊八粥。
在海港社区，志愿者刘宗保提前一天
便准备好了红豆、白芸豆、花生、薏米等
腊八粥食材，活动当天凌晨起早进行熬
制。当天上午，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拉
起横幅，摆上桌子，路过的居民便开始有
序地排起了队伍。
“腊八粥来喽！”伴随着欢乐的喊声，
一阵浓香扑鼻而来，三大桶热气腾腾、香
甜软糯的腊八粥便呈现在大家眼前。随
后，每位排队的居民都手捧一碗满满的腊
八粥，传递着节日的温暖和祥和。
在渝汇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也精心熬制了腊八粥，在小区内向居民免
费发放。一碗碗装满了吉祥和美好祝愿的
腊八粥，从工作人员手中递到居民手中，
满满的爱心正能量，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和
美德，也让社区大家庭更团结，让寒冷的
冬日变得温暖而美好。
热闹腊八节，温暖邻里情。据不完全
统计，当天的活动共累计送出腊八粥 1300
多份。
（赵全魏 梁文灏）

大麦屿
巧手做羹汤 浓浓腊八情

新的一年里事事顺意，喜乐安康。”专职
社区工作者金佳媛笑着说道。
粥暖情长。当天上午，志愿者共准备
了数百份腊八粥，浓浓的暖意通过这一份
份腊八粥传递着，在寒冬腊月中传播着美
好的新春祝愿和中华美德。 （茹冠钦）

楚门
腊八粥到 情暖寒冬

大麦屿

楚门
本报讯 腊八粥香，情暖谊长。1 月 10
日一大早，数十名党员和团员志愿者齐聚
大麦屿街道双峰社区服务中心，用糯米、
黑米、薏仁、莲子、籼米、红豆、红枣、
花生和白糖等原料熬制出了浓郁绵香的腊
八粥，亲自为辖区内环卫工人、企业员工
和老年群体送去，与大家一同感受腊八氛
围，喜迎新年的到来。

坎门

当天早上，志愿者就将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送到了辖区老人们的饭桌上，同时也
送上了节日的祝福。志愿者还和老人们一
起谈心聊天，叮嘱他们注意身体，有困难
及时与志愿者联系。现场欢声笑语，气氛
快乐祥和。
“粥很香甜，我们喝了心里也是暖暖
的。”面对志愿者送上的腊八粥，忙碌了

一早上的坎门街道环卫工人老陈连连道
谢。在寒冷的冬日喝到了志愿者精心准备
的暖心腊八粥，环卫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
笑容。“大家对我们环卫工人都很关心，
经常有志愿者为我们送餐，今天还能喝到
腊八粥，真的很感动！
”老陈说道。
“腊八过后就是年，一碗腊八粥，也
是寄托着我们对大家美好的祝福，祝愿在

本报讯 1 月 10 日，楚门镇工会、团
委、妇联、纪委联合楚门天宜社会工作服
务社，为工作在一线的务工人员及环卫工
人、外卖员等送上热腾腾的腊八粥，让他
们在寒冬感受到不一样的温暖。
在活动的前一天，志愿者便开始采购
腊八粥食材。当天早上，5 位志愿者早早
开始忙碌，清洗材料、配比食材、把控火
候、倒桶分装、统一运送……
巾帼志愿者陈彩香说：“腊八节是我
国传统节日，我希望外来务工人员、环
卫工人、外卖员等都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
的腊八粥，和我们一起过节。
”
与此同时，志愿者还与爱心商家一起
设点，为有需要的人群送上腊八粥。
“吃了腊八粥就要过大年是我们的传
统习俗，所以每年的腊八节，我们都会组
织相关的活动，与一线务工人员、环卫工
人等共度节日，祝愿大家欢欢喜喜过大
年。
”楚门镇妇联主席张慧红说。
（陈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