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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我
市召开首届“天南地北世界
玉环人”大会筹备工作会
议。会议通过报进度、找问
题、提措施，进一步统一思
想，明确下一步任务目标，
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市领导应曙华、陈益生
参加会议。

我市将于 4月 6日至 7
日召开首届“天南地北世界
玉环人”大会，大会以“牢记
嘱托再出发 共富共美新玉
环”为主题，邀请市内外乡
贤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
这次盛会将进一步密切玉
环与外界的联系，扩大玉环
的知名度、美誉度。

会上，大会各专题活动
组分别汇报了工作进展、存
在问题，并对出现的问题进
行了反思和分析，提出相应
的意见和措施。

市委副书记应曙华指
出，首届“天南地北世界玉
环人”大会筹备工作已进入
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在思
想认识上“一以贯之”绷紧
弦，本次大会是我市近年来
首次提出、创新谋划、系统
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能
够全面展示玉环近年来高
速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的
一项重要活动，一定要提高
认识、提升站位，将做好筹
备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努力以最饱满的精
神状态和最完满的工作成
效，让海内外来宾感受到

“海韵玉环”的和美及“宾至
如归”的热情。

要在工作落实上“一体
联动”拉满弓，各工作小组
要对照要求，明确职责，认
真抓好各项工作落实，确保
市容环境整洁美观、后勤保
障精益求精、安全保障万无
一失等。

要在责任意识上“一抓
到底”瞄准靶，以高度的责
任心和使命感去抓落实、抓
攻坚，重点要牢牢把握时序
进度，对照工作方案和大会
要求，切实抓好责任落实、
压力传递，专人专岗专责全速推进各项工作；要深入践行交流
机制，组与组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一定要破除交流屏障，共
同驱动大会筹备这架马车持续前行，确保圆满完成大会各项
议程。 （林俐 董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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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2 年度全
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绩效评价结果揭晓，玉环以
948.02 的高分排名全省第
一，创历史最好成绩。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
省财政厅、省医改联席办公
布 2022年度全省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价结
果，并专门发文，对评价得
分前 4位的设区市和前 6位
的县（市、区）（玉环市、长兴
县、杭州市萧山区、宁波市
鄞州区、嘉兴市秀洲区和绍
兴市上虞区）进行通报表
扬。

玉环全域打造全民全

程医疗服务“健康地图”，以
健康档案为健康管理基点，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健
康服务主线，全力打造健康
管理全周期精准闭环的工
作方式被点赞。

近年来，我市坚持抓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就是践行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
展思路，始终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不断改革破题、数字赋
能、创新制胜，加快构建全
域全民全程健康服务新体
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连续16年居台州市第一。

（本报通讯员）

排名全省第一
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创历史最好成绩

本报讯 “宝剑出鞘！”“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昨天下午，
玉环市 2023年上半年新兵欢送暨“从
戎之剑”赠剑仪式在市民兵训练基地
举行。新兵们威武亮剑，高呼誓言，声
音响彻天地，尽显军人的豪迈气概。

市领导李宝、陈彬参加仪式。市
人武部政委陈继平主持。

当天下午，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欢送会正式拉开序幕。新兵们身着
戎装、肩披绶带，笔直挺立，洪亮地唱
响国歌。经过役前教育训练，他们褪

去了稚嫩，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勃发。
随后，市委常委、市人武部部长

李宝宣布新兵入伍命令。听到军营
的召唤，新兵们不由地挺直身板，显
得肃穆沉静，此刻他们深切感受到肩
负的使命和责任。

“一身戎装，一腔热血，一种信
念。我们将时刻牢记故乡人民的重
托，父母的殷殷期盼，到部队中去磨
炼意志，增长才干！保家卫国终不
悔，绿色军营献青春。我们将努力成
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成为一个新时代

的好儿郎。”新兵代表李仕坚道出了
50余名新兵的心声。

看着少年郎身着戎装，初显军人
模样，新兵家长们也感慨颇深，纷纷
用手机记录这一难忘时刻。新兵家
长代表林有煜勉励现场新兵：“孩子
们，你们即将奔赴军营，踏上军旅生
涯，我们既惜别，更祝愿。期待你们
在部队这一广阔天地学习、锤炼，茁
壮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保家卫
国的好军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强军

兴军事业进入了万象更新、生机盎然
的新时代，全市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
应祖国召唤，踊跃报名参军，以实际
行动依法履行兵役义务，体现了高度
的政治自觉和爱国主义精神。”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陈彬说，希望新兵们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艰苦环境中
磨练自己，努力成长为一名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优秀军人。

另悉，为新兵送上专门定制的
“从戎之剑”，是浙江籍应征青年独有
的参军纪念仪式。（罗凯文 叶利菁）

仗剑从戎去报国正当时
我市举行2023年上半年新兵欢送暨“从戎之剑”赠剑仪式

220 千伏苔山变是 500 千伏塘
岭变新建连接线，也是台州湾南部
重要电源点，主供玉环北部负荷。
近年来，玉环区域内电力负荷呈持
续快速增长态势，为支撑经济发展
之“稳”，护航民生之“福”，玉环努力
提速台州湾南部“电力大动脉”建
设。

图为位于清港镇的 220千伏苔
山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国网电力
施工人员正在50米高的铁塔上架设
电线。 吴达夫 摄

本报讯 昨天上午 8时许，玉城
街道三潭路温德姆花园酒店段传来
阵阵施工声，伴随着房屋轰然倒塌，
第二轮城市有机更新项目之一——
三潭路两侧改造提升项目全面启动，
该区块正式进入拆除改造提升阶段。

现场早早拉起警戒线，工作人员
在一旁维持秩序，2台大型挖机不停
挥舞双臂作业。不少村民来到现场，
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看到房屋被逐一拆除，村民黄日
建激动地说：“这一带建设得越来越

好，我们心里也高兴，听说这里以后
要建公园，我们有空就可以来休闲娱
乐一下，挺好的。”

据了解，三潭路两侧改造提升项
目总投资约 1.05亿元，分政府征收改
造和村民自我拆迁改造2部分。政府
改造部分共有 3个项目，为玉城中学
（原玉环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大门口
改扩建、温德姆花园酒店前三角地绿
化改造、3家工业企业征收，涉及总用
地约 23.8亩，居民 21户，房屋 34间，
企业 3家，厂房建筑面积 6000多平方

米。与此同时，以政府改造项目为示
范引领，道路两侧其余部分由村集体
主导，村民按规划实施统一改造，共
涉及用地110多亩，居民170多户。

“现在进行的是温德姆花园酒店
前三角地绿化改造工程，共拆除 6幢
房屋，预计3天内完成，紧接着就开始
口袋公园建设工作，包括河景平台、
沿街景观带、花境步道、互动广场区
等。”该项目攻坚组成员陈伟兵说。

相比其他有机更新项目，该区块
体量不大，但作为“打造主轴线”的节

点性项目，事关城市重要节点和重要
路段形象整体提升，得到了市民的普
遍关注。为此，攻坚组制定详细的攻
坚方案，做好村民沟通工作，目前该区
块已全部腾空完毕，玉城中学改扩建
工程门口也已启动拆迁，近日即可拆
除完毕；拆迁对象已全部得到妥善安
置，安置房建设同步进入审批环节。

“我们会再接再厉，整合各方力
量，集中攻坚发力，加快公园施工进
度，提升市民幸福指数。”陈伟兵表
示。 （吕琼雅 姚守约）

拆改并进提升城市形象
三潭路两侧改造提升项目打响首枪

攻坚苔攻坚苔山变山变
提速提速““电力大电力大动脉动脉””建设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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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帆领航“点亮”美丽海岛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委统战工
作会议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
组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统
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周阳强调，
全市统一战线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
思想为指引，进一步发挥新时代统一
战线法宝作用，聚集正能量、展现新
作为、实现新跨越，为加快打造“一极
三城”、建设“四个玉环”贡献更多统
战力量。

施红兵、林成辉、应曙华等市四
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

近年来，全市统一战线认真贯彻
市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大团结大
联合”主题，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广泛
汇聚力量、凝聚人心，彰显了服务大
局、实干争先的责任担当。尤其是牵
线搭桥促成28个玉商回归项目，总投
资达 167亿元，参与举办多届浙台合
作周专题活动，促成11个涉台项目签

约。同时，协助建成助富工坊 3个，
“同心·思源”共富基地被评为浙江民
建助力共同富裕实践基地。

对此，周阳给予充分肯定。他强
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大统战必须扛
起大担当。要深刻认识“踏上新征
程，统一战线自身的地位不是变轻
了，而是变重了”，主动担负起新时代
的职责使命，推动统战工作与时俱
进、守正创新，在团结奋进新征程上
继续发挥好“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
缺的作用”；深刻认识“面临新形势，
统一战线迎来的挑战不是变少了，而
是变多了”，牢牢把握两个大局下“以
斗争求团结”的新特点，增强斗争意
识，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在
斗争中改变敌我对比、壮大友我力
量；深刻认识“肩负新使命，统一战线
发挥的作用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大
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凝聚共识、凝
聚人心、凝聚智慧的重要作用，为加

快打造“一极三城”、建设“四个玉环”
汇聚磅礴力量。

要找准方向定位，大统战必须展
现大作为。要坚持“忠诚有我”主心
骨，夯实忠诚根基，强化政治参与，抓
好行动落实，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打好“发展有
我”主动仗，提供更优服务助企强企，
汇聚更多资源引资引智，激发更强合
力共建共富，以统战工作出彩为玉环
高质量发展添彩；筑牢“团结有我”主
阵地，扎实做好宗教治理，持续巩固
民族关系，全面深化对台工作，努力
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
圆”；锻强“统战有我”主力军，重点抓
好新生代企业家、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党外代表人士培养，确保梯队不
断层、人才不断档。

要立足职责岗位，大统战必须奏
响大合唱。在协同联动上要“见实
效”，健全统一战线各领域制度机制，

构建形成“党建统领、市委管总、部门
尽责、镇街主抓”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在阵地拓展上要“求高效”，把基层统
战工作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完善“统
战+网格”机制，实现统一战线在基层
的最大覆盖，同时主动策划特色活
动，让统战工作实起来活起来；在品
牌打造上要“显真效”，结合“三竞三
争·五年冲高”共富擂台，常态化开展

“基层统战实践创新”擂台赛，选树一
批示范引领典型和特色项目，形成一
批实践调研成果，不断增强玉环统战
的影响力和辨识度；在队伍建设上要

“出成效”，深入开展“之江同心·玉环
先行”品牌建设行动，打造一支党性
坚强、作风优良、堪当现代化建设重
任的高素质专业化统战干部队伍。

会上，楚门镇、坎门街道、市公安
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工商联先后作
了发言。

（黄勇 张泽鹏）

周阳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扛起大担当展现大作为奏响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