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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路桥

7月9日，金清镇的志愿
者们趁着好天气，在果园抢
收成熟的葡萄。据气象预
报，今年第 8号台风“玛莉
亚”将于 7月 11日登陆我国
浙闽沿海一带。当日，该镇
组织党员志愿者和巾帼志愿
者，来到种植大户祥园果业
合作社，帮助果农一起采摘、
搬运火龙果、葡萄等，赶在台
风来袭前抢收，减少果农损
失。

全媒体记者 王保初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丁 鹤）7月 10
日，全力打造千百亿产业集群的路桥，收
获一份人才大礼包：在全区人才发展大会
上，中国·路桥智能农业装备全球创业创
新大赛正式启动。

据悉，智能农业装备全球创业创新大
赛，是区委、区政府与中国农机学会、省农
机学会合作的一次市场化引才尝试，以委
托第三方的形式举办。大赛将开通获奖
项目与台州市“500精英计划”人才政策直
通车，共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
奖5名，符合相关条件的大赛获奖者将直
接入选台州市“500精英计划”B、C类创业
人才项目，分别给予300万元、200万元的
创业项目扶持资金及最高500平方米的3
年免租场所、最高1000万元的项目投入贷
款贴息补助等政策优惠。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凤栖。大赛承办
方负责人说，作为一项全球性赛事，此次
大赛将扛起为路桥智能农机助力的大旗，
通过以赛引才、深度孵化、落地服务的方
式，彻底打通和解决项目人才落户后的各
种痛点，全面提升高科技高端人才项目创
业成功的概率。

在台州市重点培育的七大千亿产业集
群中，我区的汽车、机电（植保机械）、智能
卫浴三大产业名列其中。农业植保机械是
我区的六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点培育
的三百亿级优势产业。目前，我区共有农
机整机生产企业60余家，配套企业300余
家，农机产业年产值达110亿元，荣获了

“中国植保与清洗机械之都”的称号。此
外，路桥还与全国农机学会共建农机协同
创新服务站，并成立了由中国工程院赵春
江院士领衔的农业机械促进会院士专家工
作站。

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范卫东表示，我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建
立“一对一”专人联系制度，积极做好人才对接、产业服务、创业引
导、资金支持等各项工作，倾心提供贯穿项目推进、政策兑现、金融
服务、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全程“妈妈式”服务，涵养好引得进、留得住
的人才生态底蕴。

!南官平

夏日艳阳热如火，求贤若渴海
纳川。7月10日，我区召开人才发
展大会，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
一度形成刷屏之势。

这是我区第一次以“人才工作
大会”命名会议，在千百亿产业集
群培育动员大会之后，立即召开人
才工作会议，足以彰显区委、区政
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会上，
各项人才“新政”频频刷新人们的
认知。除了践行“五心”服务，构建

“五专”“服务链”，不断加大投入和
激励力度，为高层次人才解决住
房、医疗、子女就学等问题以外，更

是把人才工作的触角向基层延伸，
要求各镇（街道）都要建立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基层人才专员，
在规上企业设立首席人才官，力求
用细致的服务为各类人才发挥聪
明才智创造最佳的环境。

开大会研究的是“大事情”，“大
事情”就要有“大影响”，落实工作
就要用“大力度”。在全国各地都
视人才为宝，掀起一轮轮“抢人大
战”的时候，对于人才在路桥发展
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怎么强调
也不过分。在路桥全面转变经济
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的今天，一批
具有影响力和高专业水平的高素
质企业家、创业者、工程师、艺术

家，对于路桥的发展至关重要。我
们必须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
系统的措施、更加高的规格，把人
才作为制胜未来的“战略投资”、区
域竞争的“胜负之举”来抓，努力让
各类人才来得了、愿意来、留得住、
能出彩。

新方案体现的是大格局、大气
魄、大力度、大手笔。坚持党管人
才的政治导向，让“一把手”带头抓

“第一资源”，体现了路桥求贤若
渴。在求才问贤方面力求思路宽、
超常规、练内功、提品质，体现的是
路桥建设高标准、高水平美丽城区
的决心。而突出人才遴选的市场
机制，是本次大会的核心。正如大

会所说，什么才是人才，人才的价
值有多大，最终都要靠市场说了
算。说到底，用人单位愿意花大价
钱雇佣，就是人才，青年人愿意往
哪儿跑，哪里就是人才高地。要让
人才真正留在路桥，靠的并不是低
价格的生活成本，也不是“钱”就能
解决问题。恰恰相反，产业的规模
与层次、相关的制度、氛围和企业
的用人环境，才是确保年轻人才能
留在这里，并获得不断成长和发展
的保障。

江山代有人才出，今年繁花别
样红。好的人才环境能让每个人
对城市的未来更有信心，让每个人
在这座城市工作生活，都更有冲
劲、更有未来。就让我们以此次会
议为新起点，勠力同心、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
尽其才的新局面，为“两个高水平”
标杆区建设提供强
大的智力支撑，为台
州走在全省第二方
阵前列作出路桥更
大的贡献！

横街：创新“乡贤+”载体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王国洋

近日，横街镇安宝广场上，一面大型LED电子显示屏正在安装。
“安宝广场人流量大且集中，显示屏建成后，我们将及时发布

镇党委政府重点工程、民生项目实施情况以及各企业招工信息，有
助于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相关政策。”横街镇党委书记项云明说。

据介绍，这面显示屏是由当地7位乡贤共同出资建立。近年
来，横街镇不断创新“乡贤+”载体，充分发挥乡贤带动、示范和协调
作用，凝聚“同心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乡贤+公益”，引领小镇生活新风尚
“没想到乡村公厕竟然这么高大上，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日

前，专程来横街镇上云村村头“体验”公厕的村民李向群惊讶地
说。这是一间智能公厕，不但配备了残疾人、妇婴专用卫生间，还
装有热水和烘干设备。

2017年，横街镇乡贤代表欧路莎卫浴企业董事长林华友主动
提出在安宝广场出资建造智能公厕，专门成立“智能马桶公厕革
命”公益行动小组。

此外，陈心泉、尚才初等乡贤带领众乡贤集资，为村里建了文
化舞台和数字广场，成为当地村民的休闲好去处；该镇9位乡贤集
资190万元建立的入镇口牌楼，成为了该镇的地理新坐标。

横街镇镇长王江说：“乡贤带头办公益，能够有效引领乡村文
明风气，也为美丽横街建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乡贤+社会治理”，助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小城镇综合整治是横街镇的重点工作之一。为使该项工作更

加人性化，赢得群众的支持，横街镇积极推行“村两委+乡贤议事
会”新乡村治理模式，确定每月15日为“村务议事日”，邀请乡贤理
事与党员、村民代表共同参加村务议事会，推动村（居）各项决策科
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今年6月，陈家村村民梁太林反映，他家的排污管要经过原村民
梁云娥一家老屋基及晒场，而对方极力阻拦埋放排污管，导致施工单
位无法正常施工。为了不使矛盾激化，陈家村及时召开乡贤议事会。
乡贤陈心泉还专程到两户村民家中做思想工作，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
矛盾，确保施工单位及时开展埋放排污管施工。

2018年以来，该镇就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挖掘传统文化等热
点问题，征求乡贤意见和建议50多条，让乡贤从自治、德治上助建
乡村治理新体系，助力乡村振兴。

“乡贤+乡风文明”，焕发传统文化新活力
“徐玉娇多年来言传身教，打造了小家庭的幸福；作为家庭中

的妻子、母亲，她用行动诠释了平凡的伟大……”6月27日，一场
“身边的感动”故事会在该镇上林村文化礼堂拉开帷幕。

该镇“乡村民嘴”草根宣讲员陈雅，讲述了入选2018年度全国
“最美家庭”的上林村村民徐玉娇家的感人故事。30多年来，徐玉
娇不离不弃照顾瘫痪在床丈夫。

近年来，横街镇以“群众文化”为载体，把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宣
讲乡贤文化的重要阵地，邀请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的农村优秀
基层干部、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现代“新乡贤”请上讲堂，组织礼
仪和民俗活动，讲有温度的故事，使其潜移默化地入耳入脑入心，
达到淳化质朴民风的目的。

截至目前，该镇已有 8个文
化礼堂设立乡贤榜、乡贤廊，宣传
和弘扬才能兼备的孝贤名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7
月10日下午，我区召开人才发展大
会，全面贯彻落实省市人才工作会
议精神，系统回顾总结我区人才工
作成果，研究部署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全区人才工作。区委书记潘建
华强调，做好人才工作是再创民营
经济新辉煌的关键一招，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全区上下要
紧紧围绕市委书记陈奕君提出的

“奋力跻身全省人才工作第一方阵”
的目标要求，牢固树立“人才为王”
理念，坚定不移推进人才强区战略，
不断开创出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
新局面，为“两个高水平”标杆区建
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为台州走
在全市第二方阵前列作出路桥更大
贡献。会议由区委副书记、区长叶
帮锐主持，蒋临、戴冬林、陈敏、杨
剑、范卫东等区领导出席大会。

潘建华指出，做好人才工作，要
大格局、宽思路，把重才的导向立得
更正。要把人才作为制胜未来的

“战略投资”、区域竞争的“胜负之
举”来抓，对标先进，正视短板，在提
升引才的手段和思维、人才的水平
和层次、平台的规格和能级、留才的
方式和方法上下功夫，构筑创新驱
动发展、人才引领发展的新优势。

潘建华强调，要大气魄、超常
规，把引才的渠道拓得更宽。善于
谋篇布局、敢于主动出击、勇于创新
模式，以超常规的手段，引进高层次
人才，下好引才“先手棋”、打好引才

“主动仗”、增强引才“竞争力”，努力
在区域竞争中先人一拍、快人一
步。要大力度、练内功，把育才的载
体做得更实。围绕培育一个总量
大、素质高的本土人才基本盘，全力
打造创新型科技人才、领航型民营

企业家和复合型工匠队伍等“三支
队伍”，统筹抓好文化、教育、卫生、
社会工作、乡村振兴等各类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千帆竞发的好局面。
要大手笔、补短板，把用才的舞台
搭得更好。突出打造好产业创新平
台、高等院校平台、配套服务平台
和科技研发平台，构建人才 （项
目）全链式集群，全面深化校地、
校企合作机制，建好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
构全覆盖，不断强化对人才的吸附
效应。要大视角、提品质，把留才
的生态创得更优。要践行好“五
心”“妈妈式”服务理念，为人才
创造更优的服务环境；要加大真金
白银投入，完善更加符合人才创新
规律的政策措施，补齐教育、医
疗、文化等短板，提高城市品质，
让人才对路桥有亲近感、成就感、

获得感和归属感。
潘建华要求，要大联动、强保

障，把管才的机制理得更顺。坚持
党管人才原则，完善党管人才的运
行机制，深化“多方协助、齐抓共管”
的责任机制，强化“政企联动、无障
对流”的运行机制，优化“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的融合机制，提高人才工
作的科学化水平。

会上，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杨
剑宣读首届“杰出路桥工匠”名单，
2017年度新认定区名师、名医、宣传
文化名家工作室，2017年度人才工
作示范企业，2017年度人才工作优
秀企业名单。区人力社保局、区科
技局、新桥镇、浙大台州研究院机电
研究所作交流发言。

会议正式启动智能农业装备全
球创业创新大赛，并举行了校企合
作签约、政策兑现仪式。

广筑进贤之路 广架聚才之桥 广纳天下英才

我区召开人才发展大会

让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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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今
年第8号台风“玛莉亚”以超强台风
的姿态逼近。7月 10日 17时 30分
起，我区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
II级。预计“玛莉亚”将以每小时30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变化不大，或将上午在福建福清
到浙江平阳之间沿海登陆（强台风
级，14—15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
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区沿海风力就已
逐渐加大。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

雨，沿海海面和内陆地区分别有
11—13级和8—10级大风。

记者从区防汛办获悉，当前，我
区河床水位上游坝头闸下1.78米，
路桥站 1.72米，下游联盟站 1.54
米。截至昨天18时30分，全区共转
移5163人，其中船只回港人员2450
人，危房人员2207人。两座小二型
水库圣水寺水库蓄水率71.53%，悟
空亭水库空库运行。三座山塘（民
主、凉溪、墙下陶）均已落实预排预
泄，腾出库容，均降至汛限水位以

下。
我区高度关注台风“玛莉亚”动

向，对防御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以最
高认识、最严责任、最实措施、最坏
打算，全力做好防台工作。全区共
设有62个防汛防台避灾安置点，共
计面积为6.6万多平方米，可同时容
纳安置3.1万余人；已组建防汛应急
抢险队伍385支5674人，其中应急
保障人员 4275人，区级部门 1399
人。储备袋类 7.5万条，救生器材
1403余件，机具类100余台，抢险工

具2028余套等。
“6月19日8时至7月7日8时，

我区有 5次强降雨过程，总面雨量
208.8毫米，最大凉溪站330.4毫米，
峰江站313.2毫米。”区气象局工作
人员介绍，鉴于近期我区降雨较多，
土壤水分已接近饱和，须注意防范
台风带来的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
山体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影
响。也请市民们及时关注台风发展
动态，注意人身安全，尽量不要外
出。

第8号台风“玛莉亚”逼近 将带来强降雨和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