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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承载着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撤县设
市这 5年，玉环旅游事业迎来
了全新的春天，通过践行滨海
型“两山”理念转换通道，探索
共富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推
动产业融合等方式，走出了一
条行之有效的旅游助力探索
共富之路，描绘了美好的新时
代海上“富春山居图”，先后被
央视新闻联播、浙江新闻联播
点赞。

5年间，我市共接待旅游
人数 5421.27 万人次，旅游收
入 600.16亿元。尤其是海山、
鸡山等海岛地区坚持转方式
调结构，挖掘海洋资源优势，
做好海洋海岛文章，加快传统
渔业转型升级步伐，形成渔旅
融合、全域共进的发展趋势，
海岛文旅迅猛发展，海洋经济
提质增效，美丽海岛日新月
异。

海山：打造文旅新地标
“最近周边疫情形势不太

乐观，我们也就取消了出远门
的计划，想着‘五一’期间在玉
环本地景点玩一下。”来自清
港的林女士在海错集市的露
营区订了位置烧烤，她表示：

“海山现在交通方便了，我们
一家人就自驾过来。原本是
打算在海边逛逛，然后去农家
乐吃个海鲜。过来后才发现
原来这里还可以露营，还有烧
烤、啤酒、咖啡，可以在这里玩
上大半天，确实让我挺惊喜
的。”

近日，天气转暖，来海山的
游客比前一天明显增多，海错
集市道路两旁停满了车辆。绿
化带里的花儿开得正艳，草地
上的树木随风摇摆，仿佛是在
欢迎每一位登岛的游人。

驾车从乐清湾大桥驶入海山本岛——茅埏岛，沿海而建
的公园首先映入眼帘。在公园一角，海山生态旅游岛项目中
的海山旅游集散中心已露雏形，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加紧赶
工，为5月上旬该中心的主体封顶做最后的冲刺。

2018年9月28日G1523甬莞高速乐清湾大桥的开通，让
海山乡从慢悠悠的轮渡时代进入了高速的大桥时代。凭借
着便捷的交通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海山开启海岛旅游发展
之路。2021年3月18日海山生态旅游岛项目的开工建设，标
志着海山全岛开发建设正式按下了“快进键”，也开启了全岛
的整治提升。海山生态旅游岛项目由中交联合体与玉环市
国投集团合作开发，总投资138亿元，合作周期25年，是全省
首个打造海岛统筹发展试验区和国家级海洋公园的重点项
目。项目以“柔性海岛”开发理念，叠加聚合“海洋+科创+旅
游”特色产业，打造集滨海度假、科创体验、康养休闲等于一
体的山海理想岛、旅居目的地。

随着项目建设的推进，海山正在变美、变靓，也更有看头
了。海山生态旅游岛海错集市、星空营地等场景是今年“五
一”假期全新呈现的体验场景，于 4月 30日试营业。“海山这
边的风景很好，岛上绿树葱笼，空气清新，视野开阔，有山有
海，也符合我们品牌的要求，所以我们入驻于此。”在山野玉
环海山营地工作人员黄靖介绍道，营地里共有20顶帐篷，可
容纳游客约200人，为游客带来全新的露营体验。

“五一”小长假期间，海山生态旅游岛累计接待自驾车辆
10549辆次，接待游客超3.16万人次，今后该营地将常态化运
营，为游客带来更多更好的游玩体验。

鸡山：海岛旅游新网红
春夏交替的四月，风中带着海面湿热的气息。清晨，金灿

灿的光芒从东方升起，洒在海平面上，将宁静的海湾唤醒……
“嘟——”伴随着清亮的鸣笛声，渡船缓缓驶近“东海美玉”鸡山
岛。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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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鲜花和掌声，送给最可
敬可爱的人。在第111个国际护士节
来临之际，5月11日，市委书记周阳深
入市人民医院和玉环经济开发区某
集中隔离点，致敬“战疫”一线坚守
者、奋斗者，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广大
医护工作者致以节日的亲切问候。

市领导奚圣懂参加慰问。
市人民医院 PCR实验室是我市

核酸检测能力最强的实验室，设计日
检测量达万管以上，因此也被称为万
管实验室。在上轮区域核酸检测中，
该实验室在 6天内完成了 6万管、40
万人次的核酸检测，单日最大检测量
达 1.4万管。任务重、人手紧，实验人
员咬牙顶上，连轴转、通宵干，经常连
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一轮下来，个个
腰酸背痛，有的更是连手指都发红发
肿。“你们辛苦了！正是因为有了你

们的无私奉献，才有全市人民的健康
和安全。”周阳说。他还叮嘱大家要
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确保
自身健康。

市领导的暖心慰问，也让实验人员
深受鼓舞、深感振奋，表示将坚决克服
一切困难，为区域核酸检测提供最强保
障，“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放心”。

随后，周阳一行来到市人民医院
ICU、玉环经济开发区某集中隔离点，
看望慰问坚守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
他说，这波疫情影响以来，全市广大医
护工作者舍小家为大家，白衣执甲、逆
行出征，为玉环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对此，市委、市政府给予
高度肯定。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
继续传承发扬南丁格尔精神和“战疫”
精神，在各自岗位上奋发奋斗、发光发
热，为玉环健康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应挺刚）
又讯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应

曙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市中医
院、楚门镇卫生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
望护士代表，向奋斗在临床一线的护
理工作者们送上节日的慰问与祝福。

市领导张玉洁、奚圣懂参加活动。
“感谢你们，祝你们护士节快

乐！”应曙华表示，在抗疫重任面前，
广大医务人员面对疫情临危不惧、勇
往直前、奋勇拼搏，全力护佑每一个
生命的举动，充分诠释了医者仁心、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其
中护士队伍作为卫生健康战线的重
要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
勉励广大护理工作者要继续保持强
烈的责任感，秉承南丁格尔精神和人
道、博爱、奉献的护理职业精神，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履行护理工作者的神

圣职责，为病人救治和疫情防控做出
更大贡献。

“共有几间病房？”“物资准备都
充足吗？”在楚门镇卫生院，应曙华一
边查看备用隔离病房的环境卫生、功
能设施设备等情况，一边与相关负责
人交流，详细了解疫情防控备用隔离
场所准备情况。应曙华要求，要切实
提高认识，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可
用而不备”的要求，严阵以待，充分做
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切实把疫情
防控各项举措落实到位，确保符合相
关标准和要求。 （林俐）

周阳深入一线开展“护士节”慰问

致敬“战疫”一线坚守者奋斗者

本报讯 连日来，漩门湾特大桥
施工钢栈桥搭建如火如荼进行。在施
工现场，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工人们
挥汗如雨，在各自的工位上有序进行
着装吊作业、桩基施工等。

作为温玉铁路玉环段项目重难
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漩门湾特大桥全
长约1796米，全桥连续梁种类数量众
多，是全线路现浇连续梁最集中的一

处特大桥。
近段时间，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紧盯进度，多次组织专班人员
来到现场了解项目进度，对施工中存
在的问题、难题进行协商解决，并督
促施工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
施工进度。

截至目前，2号拌合站已经完成
审批并进场施工；预制梁场、填料加

工场、钢筋加工场、炸药库等大临用
地已确定选址；大尖山隧道出口、彭
宅隧道进口、芳杜特大桥等场地已完
成表面清理；重点控制性工程交地已
完成 100%；主线供地手续现阶段正
办理土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代缴事
项，待缴纳税费后落实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土地划拨决定书。

下阶段，市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
以最快速度、最优方案解决各项问
题，做到面上全线推进、点上快出形
象，全速推进温玉铁路建设，尽早圆
玉环人民“高铁梦”。（汤飞娟）

高铁建设按下“加速键”

玉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示范
区项目（简称海洋经济示范区项海洋经济示范区项
目目）是玉环主动对接浙江海洋经济
战略和台州推进沿海大开发布局
的一个重要载体，总规划建设4500
亩，目前整个园区道路建设、相应
的配套设施基本完工，园区共有42
家企业入驻，39家已投入生产，剩
余 3家仍在建设中，预计将在今年
年底通过验收。

陈灵恩摄

李斌没有办公室。机床与机床
之间摆放着一张电脑桌，这是他每日
工作的地方。工作空间相当嘈杂，充
斥着各种各样金属摩擦、切割的声
音。

这样的工作环境，李斌待了 29
年，他能做到对如此嘈杂的声音“听
而不闻”，空气里独属工厂和车间的
味道，他也觉得很亲切。“我从小就在
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作为工人的后
代，我觉得我的归宿就在这里。”李斌

说。对车间的喜爱，对技术的追求，
让这个东北汉子成为了“浙江工匠。”

潜心钻研
小车间也能成大器

李斌有远大志向，但与父母的期
望有所冲突。

他出生于典型的东北工人家庭，
父亲是工厂厂长，母亲希望他能在工
厂办公室做行政、管理工作，如此就不
需要与工厂的油污、车间的劳力活打
交道。“但我不喜欢办公室工作，我就
喜欢到车间里去，修理、拆解机器，很
有意思也很有成就感。”

20岁那年，李斌职技校毕业，在
宁夏大河机床厂装备车间当钳工，

“工厂里很简单，你技术好，别人就尊
敬你。”他勤奋好学，谦虚努力，因技
能突出当选为工厂的团支部书记，该
支部被共青团中央团委授予“青年文
明号”称号，先后参与工厂多项新产
品试制任务及国内首台数控珩磨研
发工作，1998年还获得银川市“青年
岗位能手”。

然而，最令他欣慰的不是这些荣
誉，是工厂里人人都叫他“李师”，这
是对他技能和工作态度的认可。这
样的称呼，一直伴随他 20多年，即使
后来成了厂长或者总工艺师，他依然
喜欢别人叫他“李师”。

2001年 3月，为追求更高的技术
及技能，李斌应聘到宁夏小巨人机床
有限公司（现为日本马扎克（中国）有
限公司银川工厂）。他工作效率高，质
量意识强，实习期间便赴日本总公司
研修学习，回国后分配到主轴组装岗
位，主轴是机床最重要的功能部件之
一，要求作业者每天8小时心无旁骛。
车床主轴的轴承结构不同，作业要求
更加严格，各种零件的平行度、平面度
要求均在 0.002mm以内，作业者为达
到合格主轴整体，每天就将这些零件
修配致0.002mm的误差之内，“我就和
同事开玩笑，我们上班8小时就生活在
0.002mm空间里。”李斌说。

当时主轴在国外机床基本普及，
设计技术、制造技术、装配技术高于
现有国内机床，而国内机床却面临技

术资料缺乏的困境，需要作业者从零
开始实现突破。李斌运用自身多年
组装主轴的经验，奋战了三天三夜，
最终攻克了主轴难题，并创建了量产
作业标准，“后来我们把小巨人电主
轴与日本总公司同款电主轴的合格
率进行对比，结果小巨人高出 12%。”
由李斌编制的主轴作业指导书被拷
贝至日本工厂并投入实施，他也随

“小巨人”共同成长，试制研发了“小
巨人”各类主力机型，并为“小巨人”
培养徒弟15人，间接培养售后服务工

程师60人。

躬身笃行
奋斗者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李斌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那是

他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下转第2版）

浙江工匠李斌：

追求卓越成就最好的自己

谢冰清

海洋经济示范区项目基本完工海洋经济示范区项目基本完工

玉环鸡山乡是“七大极限马
拉松大满贯”陈盆滨的家乡，他
一直关注家乡的体育、旅游事
业，鸡山已经成为旅游的名片，
玉环的体育爱好者也越来越
多 。 他 希
望 自 己 能
为 玉 环 发
展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