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9 月

23

日

星期五

农历壬寅年八月廿八
今日玉环数字报
富强
自由
爱国
围绕中心

民主
平等
敬业

无限玉环 APP

天气:多云
风力:北到东北风 7—9 级
温度:20℃~30℃

文明 和谐
公正 法治
诚信 友善

服务大局 关注民生

引领风尚

周阳作主题发布并答记者问 杜年胜回答有关问题
中共玉环市委﹃玉见这十年﹄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牢记嘱托担使命 感恩奋进谱新篇

本报讯（记者 应挺
刚） 昨天上午，中共玉
环市委举行“玉见这十
年 ”主 题 新 闻 发 布 会 。
市委书记周阳作主题发
布并回答记者提问，市
委副书记、市长杜年胜
回答有关问题。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郑波主
持新闻发布会。
周阳介绍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玉环深化改革
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的情况。他说，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的十年，也是玉
环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跨越发展的十年。我们
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寄
予玉环发展的殷切嘱
托 ，牢 记 于 心 、笃 之 于
行，不折不扣落实中央
和省委、台州市委决策
部署，
始终沿着“八八战
略”指引的道路高歌猛
进、奋勇争先，
迈出了砥
砺前行的铿锵步伐，谱
写了波澜壮阔的十年答
卷。地区生产总值连迈
4 个百亿关口、突破 700
亿元，
实现总量翻一番；
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2.5
万美元，较十年前增长
92%，是省均的近 4 倍；
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
入等主要指标均实现了
翻番；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达 68138 元 ，
居全国和浙江县市第
2，
市域综合实力评价稳
居全国前 30。
周阳说，
这十年，
我
们坚定不移践嘱托、谋
跨越，城市能级之变前
所未有，当前正大步奋
进“两个先行”新征程，
朝 着“GDP 冲 刺 1000
亿 、城 市 迈 向 双 80”奋
楫扬帆、争先攀高；
坚定
不移抓创新、强人才，
发
展动能之变前所未有，
始终把人才和创新作为
发展的战略支撑和重要
基石，走深走实科技新
长征，获评全国科技进
步先进县、省科技强县，
居全国创新百强县市第
23 位 ；坚 定 不 移 兴 实
业、促转型，
产业跃迁之
变前所未有，聚焦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大力推动产业基础
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5.8:53.4:40.8，规
上企业数和规上工业产值双双“破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居全省第 13 位、台州第 1；坚定不移抓改革、塑变革，发展活力
之变前所未有，坚持以数字化改革引领全方位系统性变革，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农民持股共富“干江模式”享
誉海内外，
“ 歇业一件事”改革入选台州唯一的省十佳创新案
例，营商环境综合评价居全省第 2；
坚定不移兴港口、畅循环，
开
放格局之变前所未有，坚持以主动开放、拥抱世界的姿态融入
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时代大潮，大麦屿港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 40
万标箱，成为全国第二个新西兰猕猴桃散货船入境口岸，RCEP
国家水果进口入境实现常态化，浙台（玉环）经贸合作区获评台
州唯一的省十佳开放平台；坚定不移提品质、优布局，城乡风貌
之变前所未有，对标花园式港口城市建设，
“三美并进”打造现
代化海湾城市，城镇化率达 72.9%，宜居品质不断彰显；坚定不
移抓整治、优环境，生态提质之变前所未有，连续 5 年获评美丽
浙江建设优秀县市，成功捧回治水“大禹鼎”银鼎和治废“清源
杯”，环境空气质量居全省第 7、台州第 1；坚定不移办实事、增
福祉，幸福民生之变前所未有，坚持每年新增财力 2/3 以上用于
民生事业，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共富步
子越走越稳，群众幸福指数逐年攀升；坚定不移保稳定、守平
安，治理能力之变前所未有，扎实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建设，平安玉环建设深入推进，基层智治系统加快建设，安全
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坚定不移转作风、
固根基，党建质量之变前所未有，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高质量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活动，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坚
定不移做“两个确立”
忠诚拥护者、
“两个维护”
示范引领者。
周阳说，回顾十年发展历程，我们深深感到，玉环大地发生
的每一点变化、取得的每一项成绩，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掌舵领航、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省委省政府和台州
市委市政府正确决策、坚强领导的结果，都是全市上下同心、矢
志奋斗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界热切关心、大力支持的结果。开
启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和台州市委市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奋楫猛进立潮头，奔竞不息再攀高，加快建设花园
式港口城市，全力打造“一极三城”、建设“四个玉环”，努力在全
省“两个先行”中彰显玉环更大担当、作出玉环更大贡献，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下转第 2 版）
值班总编：
林楚炳

中共玉环市委机关报 玉环市传媒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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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坝疏港 逐浪未来
漩门湾水系贯通暨撤坝启动仪式举行

陈灵恩 摄
本报讯 昨天，
备受瞩目的漩门
大坝启动拆除。从 45 年前为了发展
建坝，
到如今为了生态撤坝，
这不仅是
地理地貌之变，
更是发展理念之变。
“我宣布，玉环市漩门湾水系贯
通暨撤坝仪式正式启动！
”
当天上午 9

时 11 分，随着市委书记周阳一声令
下，大型工程机械鸣响汽笛、举臂高
落、
挖土破坝。至此，
与玉环人民风雨
同舟 45 载的漩门一期大坝圆满完成
使命，即将退出舞台、告别时代。未
来，断流近半个世纪的漩门湾水系将

本报讯 昨天上午，228 国道清
港连接线正式通车。由此，玉环港北
区域“四纵一横”干线路网格局形成，
为“五纵五连一环岛”路网构建打下
基础，向海陆联动、开放竞合的玉环
又迈进了一步。
周阳、杜年胜、施红兵、林成辉、
张玉洁、陈昊、陈亨标等市领导参加
通车仪式。
“我宣布，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
正式通车！”当天上午 9 时 47 分，随着

市委书记周阳的响亮宣布，仪式现场
礼炮齐响、掌声如潮。闻讯而来的沿
线市民笑容满面、欢呼雀跃，共同见
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起点清港
镇礁西村，途经王家、下凡、凡海等
10 个行政村，终点苔山塘互通与 228
国道相接，路线全长约 7.3 公里。该
项目全线设桥梁 11 座，隧道 1 座，互
通 1 处，按照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路
基宽 26.5 米，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

重新流通，周边生态环境也将得到改
善。
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钱燮铭以
及玉环市领导杜年胜、施红兵、林成
辉、应曙华、张玉洁、奚圣懂、陈昊、陈
亨标等参加启动仪式。

45 年前，玉环移山填海、堵港建
坝，结束了本岛孤悬于大海的历史，
打开了走向外面世界的通道，极大促
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了全国县域
百强的奇迹。45 年后，玉环深入践
行“两山”理念，疏港撤坝，再度贯通
漩门二三期水系，聚力改善生态环
境，彰显了我市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花园式港口城市的坚定决心和
磅礴力量。
漩门大坝拆除后，我市将着力推
进漩门湾拓浚扩排工程和漩门公园
建设，届时，这里伴山向海，通港融
城，将是玉环的城市大门、山水会客
厅，
更是玉环海湾城市新 IP。
“一港漩门，
半部玉环。
”
市委副书
记、
市长杜年胜在致辞中指出，
从建坝
到撤坝，
从生活到生态，
是玉环沧海桑
田、
激荡人心的围垦史；
是玉环破旧立
新、
敢为人先的改革史；
更是玉环勇立
潮头、奋楫争先的奋斗史。玉环能取
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漩门一期大坝功
不可没、
漩门湾精神功不可没。
杜年胜指出，当前，市委、市政府
正紧紧围绕打造“一极三城”、建设
“四个玉环”发展主定位，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全力打造花园式港口城
市。全市上下要传承好战天斗地、移
山填海、百折不挠的漩门湾精神，面
对时代所趋、发展所需、人民所盼，践
行新理念、谋划新蓝图，奋力续写玉
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章。
（黄勇）

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正式通车
80 公里/小时。
“路网是城市的骨架，串联着生
活，也承载着希望。”市委副书记、市
长杜年胜说，228 国道清港连接线是
我市“五纵五连一环岛”路网结构的
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国道连接线的
建成，对于完善我市公路网布局，缓
解港北交通拥堵，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以及促进沿线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杜年胜指出，当前，我市正聚焦

建设“555”工程，打通大环岛公路，打
造台州 1 号公路玉环示范段，全面建
设“内畅外快、绿色智慧”的区域交通
枢纽，加快实现“369 出行交通圈”和
“123 物流送达圈”。全市上下要以
此次通车为契机，乘势而上、开拓奋
进，全力打造四通八达、内通外联的
大交通格局，为贯通玉环更多、更丰
富的发展“经络”，为打造花园式港口
城市再立新功、再创辉煌。
（黄勇）

第十七届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暨市政府月度工作例会召开
听取并讨论《玉环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
（送审稿）等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杜年胜主持召开第十七届政
府第 4 次常务会议，听取并讨论《玉
环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
行）》
（送审稿），审议并原则通过《玉
环市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
施意见（2023-2027 年）》
（送审稿）、
《玉环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提升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 年）》
（送审稿）、
《玉环市医疗卫生人才奖
励办法（3.0）》
（送审稿）等。
市领导陈彬、李伟文、方安平、詹
福章、奚尊士、奚圣懂、陈昊参加会
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群、市政
协副主席吴玲芝列席会议。
为规范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
的建设、改造、维护和运行管理，确保
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我市制定
《玉环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

（试行）》，对新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
设施工程建设，在建、已建居民住宅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运维管理等方面
进行了详细规定。
会议要求，要对全市居民住宅二
次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存量
不规范的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全
部排查、改造到位；要严格按照规范
新建控制和改造在建的要求，逐步进
行改造，同时要接收引荐的思路，做
科学规划，有效维护，全面管理，确保
水质安全；要严格监管，加大对供水
企业水质状况、运营水平和服务质量
的监督检查力度，实现全过程的统一
管理。
截至 2021 年底，
我市振兴医疗卫
生事业五年行动计划圆满超额完成。
今后五年，我市将聚焦高质量发展指
标，
力争市人民医院
“三甲”
一、
二类指

标基本符合；市二医基本达到“三乙”
标准；市中医院顺利通过“二甲”复评
并朝着
“三乙”
中医院奋进；
同时，
加快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新一轮
乡镇卫生院（中心）标准化建设。
对此，会议要求，要补齐短板，吸
引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完善医疗设
备，以力争多家医院创成“三甲”
“三
乙”
的目标，
跻身全省同类医院的第一
梯队，
解决我市市民跨市求医的困境；
要提质扩面，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提升各乡镇（街道）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水平，优化
医疗资源布局，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
要突出亮点，
以
“健康地图”
为
主要载体，精准绘制全域全民全程健
康管护的一张图，同时在加快落地落
细落实的过程中，要持续赋能健共体
的高质量发展，打造浙江乃至全国的

样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当天，杜年胜还主持召开了市政
府月度工作例会。
就做好下阶段工作，
杜年胜要求，
要绷紧安全之弦，
守牢平安底线，
扎实
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筑牢消防
安全和渔业安全生产防线，营造和谐
稳定社会环境；要紧盯各项主要经济
指标和“三比三看”得分，把专项工作
作为考核争先进位的主抓手，大力推
进
“百日攻百项·项目大竞速”
、
城市有
机更新、老旧工业园区“五化一提升”
等工作，
补齐短板弱项，
实现指标全面
“开花”
；
要抓好
“花园式港口城市”
、
台
州 1 号公路（玉环段）、
“精密制造城”
建设等工作，
加快经济回升向好，
加速
城市能级提升，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林俐 张思寒）

党建引领“点燃”乡村共富新“引擎”
本报讯 9 月 21 日至 22 日，
市党
建联建进
“共富工坊”
结对仪式暨电商
直播式
“共富工坊”
线上会商会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灵志出
席活动。
活动现场，
“共富工坊”党小组逐
一领办实事项目，
党建联建进
“共富工
坊”
正式结对。此外，
玉环农商银行向
楚门镇龙王村、
清港镇清港村、
清港镇
樟岙村、沙门镇水桶岙村股份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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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共授信6亿元人民币。
“共富工坊”建设是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市建设的重要单元，也是促进
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纽带，
更是直接推动“扩中”
“ 提低”的有效
切口和举措。今年以来，全市高度重
视党建引领推进“共富工坊”建设工
作，形成了“共富工坊”干江模式，
“点
燃”
了乡村共富新“引擎”。
据悉，清港镇正全力推进“同善

报刊中心：87227442

广告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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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富新清港”建设的共富新图景，目
前已建“共富工坊”7 家，党组织实现
100%覆盖，先后带动 350 余人就业，
累计发放工资 200 多万元。去年，全
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5.13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达 1.36，低于
全市平均 59 个百分点。
对下阶段工作，李灵志要求，一
要聚焦提质，打造强基之坊，把“共富
工坊”建设成为展现党组织战斗力的

发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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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标”；二要聚焦提效，着力打
造富民之坊，部门包联干部和机关在
职党员要当好“红色管家”；三要聚焦
提能，着力打造数字之坊，注重将数
字化与工坊建设相结合，拓宽产品销
售渠道，
持续放大共富成效。
昨天下午，清港镇召开电商直播
式“共富工坊”线上会商会。
“ 共富工
坊”多地连线会商，并邀请专家到共
富果园实地指导。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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