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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12月5日上午，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韩芳到路桥
区全媒体中心调研，就全媒
体中心的管理制度建设、媒
体深度融合、人才队伍、对外
宣传、品牌推广等工作与全
媒体中心的领导、中层干部
进行座谈。

为加快推动传统媒体与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做大做
强主流媒体，10月26日，我
区整合区新闻信息中心、报
道组和网络新闻中心、路桥
发布等区级媒体，成立了全
媒体中心，重设组织架构，再
造采编流程，开发新闻APP，
并将建立“中央信息厨房”，
形成更科学、高效的新闻生
产模式和全天候、全媒体的
新闻采编发组织体系，构建

“一次采集、多渠道生产、多

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
在详细了解了全媒体中

心的运行情况后，韩芳对中
心加快推进媒体融合采取的
各种创新突破和进展表示充
分肯定。她说，路桥媒体融
合工作难度大，充满挑战，通
过中心全体采编人员的努
力，媒体融合初显成效，新闻
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
步扩大。

韩芳指出，推动媒体融
合发展，是党中央巩固宣传
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
想舆论的重大战略举措，区
委区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
立以来，全媒体中心虽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不
少难题。媒体融合是新事
物，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
一定要去创新，去突破，去提
升。她强调，2018年是全媒

体中心发展的新元年，当前
也已进入融合发展攻坚克难
的关键期。全媒体中心要切
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紧
密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
作，充分发挥喉舌、旗帜和阵
地作用。要扎牢制度的笼
子，建立健全更完善的管理
制度，并高标准、严要求执行
到位；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
的力度，加强采编业务学习，
优化人才结构，打造一支业
务素质过硬的全媒体全能型
人才队伍；要不断深化改革
创新，突出主题主线，抓好宣
传策划，提升传播辐射力，打
响全媒体品牌。

今年以来，路北街道以重点项目、
重点工作为抓手，自加压力求发展，集
中精力求突破，以绿色为城市发展底
色，绘就了一幅“品质新城”巨画。

铁肩担当——
吹响“基础设施建设”集结号

“要以快马加鞭、只争朝夕的战争
姿态，加快推进旧城改建，大步向前，不
负重托。”路北街道党工委书记章明达
的一句话，成了每位旧城改建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担负的重要“使命”。而一组
组数据很好地演绎了路北的激情与速
度：5天，率先完成民房和违法建筑的拆
除工作，涉及房屋118间、面积3.65万平
方米；1天，完成国有土地工业厂房的拆
除工作，涉及面积1万平方米……

这是路北街道铁军工作状态的一
个缩影。

作为路桥新城建设的主战场，路北
街道承担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
始终不渝地以城市形象为发展基石，拉
开城市大框架，描绘发展新蓝图。

“今年，路北街道共有 8项重点项
目，16项破难攻坚项目，可以说，个个都
是‘硬骨头’。”路北街道办事处主任张
春伟说，“我们成立了项目攻坚组，打造

‘狮子型’团队，铁肩担当，全力攻坚破
冰。”

在攻坚的雄关漫道上，路北“狮子
团”化身为“冲锋战士”，以脚步丈量民
情，以赤诚赢得民心，以担当换取力度，
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按下了“快进
键”。中央山公园、城市绿轴、星光耀广
场等重点项目相继落地，城市中心集聚
度和首位度明显提升；杭绍台铁路、轻
轨S1线、海城路项目有序推进，内环路
顺利通车，城市路网结构持续优化；南

洋出让地块、士岙260亩土地完成征地，
城市建设向心发展……

铁拳攻坚——
唱响“生态环境改造”进行曲

“没想到，这么多年的‘断头河’，真
的连通了，不错，不错。”近日，家住松塘
泾“断头河”附近的王大伯看着连通的
河道，连称赞了两个“不错”。

“此前，松塘泾因道路工程建设成
为了‘断头河’，继而造成水体不流动，
生态系统十分脆弱，极大影响了河道环
境，只有把‘断头河’连通起来，才能真
正让水体‘活’起来。”张春伟说道。

立说立行，掷地有声。路北街道在
前期开展大排查的基础上，迅速组织人
员进村入户讲政策，火速攻坚拆违建，
以最快的速度拿下了这场战役。

正是这种“齐在火线，担当破难”的
精神，开辟了路北“生态环境”的新路
径。 （下转2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卢 凯）12月
6日下午，我区召开2018年度党报党刊
发行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度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任务。区委常委、宣传部
长韩芳参加。

在听取省市媒体代表、区邮政分
局对 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
发言后，韩芳充分肯定了我区 2017
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她说，做好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实践

“八八战略”，推动“两个高水平”在
路桥的实践，以及“打造活力新区、
建设美丽路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韩芳要求，我区各级党组织要高
度重视，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是一项必须做的任务，
也是一项政治任务。要深刻认识其重

要性，迅速启动、分解指标、落实责
任，做到主要领导亲自过问、分管领
导具体落实，及时协调工作中的问
题。各单位要积极作为，发挥带头示
范作用，确保全面完成党报党刊发行
任务。

韩芳强调，要健全机制，创新做
法，进一步扩大党报党刊的覆盖范
围。从做强做大党的主流媒体，巩固
壮大党报党刊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

位的高度，积极做好沟通解释，保质
保量做好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努力
把党报党刊覆盖到有党员和党组织的
地方，及时把党报党刊送到广大党员
干部和人民群众手中。要加强指导，
严格督查，进一步规范党报党刊发行
秩序，确保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村级组织定额管理的订阅经费首
先用于党报党刊。

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召开

健全机制 创新做法 保质保量

12月 6日上午，中
共省委党校 2017年第
四期领导干部进修一
班学员赴我区调研，实
地考察了亚欧汽车制
造（台州）有限公司领
克汽车项目。陈伟义、
潘建华、戴冬林等市、
区领导陪同调研。

全媒体记者
王 斌 周 益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项 懿）12月
6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海平
率相关部门负责人来我区调研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区委书记潘建
华，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牟傲野陪
同。

当天上午，吴海平一行首先来到
螺洋街道，调研路院路西入城口改造
工程、青春路改造工程、公园广场工
程、莲花山亮化工程、“低小散”整治项
目等开展情况，并对该街道的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给予了肯定。

随后，吴海平一行来到横街镇。
从横街镇北入镇口的民国风牌楼，一
路步行至新兴桥，吴海平说：“横街镇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展得不
错，沿街民居的立面改造也得到了群
众的支持。”

在汇报会上，横街镇、螺洋街道分
别汇报了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

吴海平听取汇报后指出，在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推进中，路桥全
区上下认识有高度，自始自终把这项
工作当作发展机会来抓，当成民生实
事来做。谋划有深度，借助高端规划
资源做设计，体现了特色与务实的作
风。工作有力度，紧扣省市相关要求，
结合年度工作目标任务，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参与有广度，让群众参与到

整治工作中，解决建设保障问题。
吴海平强调，要注重丰富内涵，紧

扣动能转换、紧扣辐射能力、紧扣功能
完善、紧扣提升品质，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使群众有获得
感和幸福感；注重体现特色，做足自
选“动作”，体现特色产业发展，体
现特色文化；注重系统设计，规划要
体现一体化，对接路桥整个大花园建
设的规划，建设高品质城区；注重务
实推进，做到长远与眼前的结合、保
护和建设的结合、重拆与善用的结
合、实干与迎检的结合；注重各方参
与，进一步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赢得
社会各界支持。

调研中，潘建华表示，路桥区将坚
决贯彻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对照考核标准，深入查漏补缺，
切实落实整改，努力以更强的决心、更
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提高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水平。相关镇（街道）要紧
扣省市要求，紧盯工作重点，坚持因地
制宜，统筹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等工作，
努力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实现城镇面
貌、品质、功能实现新的提升，切实回
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相关职
能部门要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重
点破解好土地、规划等要素制约，努力
为纵深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提供
支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 陈政羽）12月6日，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现场会在我
区召开，总结交流了全市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全民大行动开展
以来的工作成效，并对下阶段
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
进。副市长、公安局长伍建利
出席会议，并与各地政府签订
责任状、下发任务书。潘建华、
郑灵江等区领导参加会议。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剑代表
路桥区作经验介绍。

自全市预防道路交通事故
全民大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坚
决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狠抓设施建设，强化综合治
理，道路交通事故明显下降。
截至目前，全区已投入道路交
通安全设施建设资金1.04亿元，
整改提升交通安全隐患点位
1322处，共设置隔离设施104.4
公里，其中机非隔离78.2公里。
自9月10日启动隔离设施建设
以来，我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同比下降59.09%。

会上，伍建利指出，预防
道路交通事故是系统工程，要
把交通安全设施建设作为深化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关键
之举，紧盯目标、狠抓落实，
坚决打赢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攻
坚战。一要突出精准建设。重
点抓好机非隔离，紧盯交通事
故黑点、交通安全隐患点，实
施精准建设。二要把握工作原
则。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
做到因地制宜、因路制宜，宜
隔则隔、应隔尽隔；引导要
细、打击要硬，做好道路沿线
村居、企业的宣传工作，争取
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建设为
先、管理跟上，加强重要路
口、路段的日常管理，减少非
机动车、行人违规进入机动车
道。三要强化组织保障。各县
（市、区） 要认识到位，拿出
主人翁姿态，倒排时间，挂图
作战，部门联动，最大限度清
除道路“病灶”。

区委书记潘建华在致辞中
指出，道路交通安全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近年来，路桥区围绕安
全、通畅、有序的目标，纵深开
展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全民大行
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实
现连续五年下降。特别是今年
以来，始终坚持硬件先行导向，
始终保持严查严管态势，始终
秉持标本兼治理念，全面整治
交通安全隐患，高压打击交通
违法行为，密集推进交通安全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
平持续提升，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潘建华表示，下阶段，路桥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系列决策部署，积极学习借鉴先进地区先进经验，加
大力度，加快速度，加紧进度，努力实现全区道路交通事
故“断崖式”下降，为实现台州道路交通安全梦作出路桥
贡献。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还参观了我区设施隔离样板
路。“道路隔离设施要讲科学，确保隔离设施的规范化、标
准化、科学化。”在台州湾集聚区聚海大道与甲南大道交
叉路口时，伍建利对我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给予了
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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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突破提升 打响全媒体品牌
韩芳在全媒体中心调研 ——路北街道建设品质新城纪事

“匠心”营造 绘就新画卷

!全媒体记者 项 懿 本报通讯员 李美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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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务实推进 提升群众获得感
市领导来路桥调研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