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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12
月14日上午，我区召开四季度经济
形势分析会，分析研判当前经济形
势。区委书记潘建华强调，当前距
离年底仅半个月时间，各地各部门
必须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
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瞄准薄弱点、抓住关键点、把握着力
点，向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发起总攻，
全速冲刺，争先进位，奋力夺取高质
量“全年红”，为台州高质量发展作
出路桥更大贡献！叶帮锐、杨剑等

区领导参加会议。
今年以来，在整体经济比较严

峻的背景下，我区各级各部门主动
迎接挑战，化压力为动力，始终将经
济报表牢牢抓在手里，保持了发展
好态势，巩固了稳中有进的好局面。

会上，区委、区政府督查室通报
了市对区考核相关情况，区统计局
对主要指标作了分析，区农办、区发
改局、区经信局、区财政局、区商务
局、区投资促进局等6个单位汇报
了牵头指标完成情况以及下阶段计

划。
潘建华强调，冲刺“全年

红”，具体要做到三个抓。要痛下
决心抓。坚定拉高标杆、争先进位
的信心不动摇，将抓经济指标作为
接下来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
以“非常之时用非常之策”的决
心，在攻坚破难完成目标任务中体
现应有担当，确保在各条线上都取
得更好成绩；要想方设法抓。要深
入研究分析指标，吃透考核办法，
扬长补短，有的放矢，聚焦指标任

务抢推进度，做到先行指标继续领
跑，中游指标全面提速，落后指标全
力冲刺，通过逐项挖潜、每项必
争、每分必争，牢牢把握争先进位
的主动权，巩固区域发展“稳中向
好”态势；要齐心协力抓。要强化
经济指标统计监测，深挖统计源，
做到应统尽统。要加强沟通联系，
协调指导，群策群力，通力合作，
共同抓好指标工作。要发挥督查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鞭策后进单
位向前赶超。

提速冲刺 奋力夺取高质量“全年红”
我区召开四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会

!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

物业管理、缝纫、装配、焊接……近日，
“浙江台州——四川广元2018年就业扶贫
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暨校园招聘会”在广元
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我区组织区内11家
企业参加了此次招聘会。

自东西部扶贫协作开展以来，我区以劳
务协作脱贫为切入，携手广元市朝天区积极
探索打造“三有”劳务协作工作站，做长致富
规划、做优扶贫服务，取得了一定成效。

截至目前，我区已在朝天区举办4场招
聘会，达成就业意向717人，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202人。

“无缝式”对接
打造“有力度”的工作站

走进位于区劳动力市场的“路桥——朝
天劳务协作工作站”，工作人员正忙着更新
来路务工的朝天区人员相关资料。记者拿
起一本档案翻开，发现每位务工人员的去
向，所从事的工种等资料一目了然。

“我们将‘有场地办公、有专人办事、有
工作制度、有经费保障’作为劳务协作工作
站建设的首要条件。”区人力社保局局长邱
正满说，目前，路桥、朝天两地都建立了劳务
协作工作站，并且有专人负责日常管理工
作。

工作站的建立，实现了两地劳务信息
“无缝式”共享。据悉，路桥、朝天两地先后
组织60余家用工需求较大的规上工业企业
参加座谈，采集空缺岗位信息5000条。并
对朝天区214个行政村劳动力信息进行采
集登记入库。

信息同分享，对接更精准。来自朝天的
务工人员小张会精雕操作，他通过“朝天区
农民工工作站”微信公众号，一次都不跑就
在里面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除了“线上”服务，在“线下”，我区的企
业在专场招聘会中向朝天区提供了岗位
2920个，对接求职人员2000余人，达成就业
意向56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114
人；分区域、分行业开展招聘活动4场。

“妈妈式”服务
打造“有温度”的工作站

“真是太温暖了！感谢路桥人民。”“路上很方便，坐车很快就到路
桥了。”……日前，乘坐专车“组团”来我区就业的朝天农民工对政府

“送人上岗”的暖心服务点了个大大的赞。
与此同时，我区通过举行欢迎仪式、发放工作站便民卡和宣传册

等形式，让他们第一时间找到在路桥的“娘家人”。
人来了，更要留得住。为此，我区深入开展“无欠薪”行动，将14

家扶贫合作企业列为“无欠薪”行动的重点对象，实现外来务工者在路
桥安心就业。

前不久，我区对43名朝天区来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进行慰问，
详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工作等情况。在清清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一
位务工人员说：“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大家都很友善，公司
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尽力地干才能不辜负大家
的期望。”

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张欣说：“在对在路务工的农民工进行节日
慰问、定期回访的同时，还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庭留守老人、儿童的
人文关怀，帮助解决家庭生活困难，以消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

“授渔式”培育
打造“有深度”的工作站

朝天每年劳务输出约8万人，虽然每年外出务工的人员众多，但
是却没有人力资源市场。前不久，朝天区人力资源市场在路桥、朝天
两地共同的努力下成功建成，这大大提升了当地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和
职业培训能力。 （下转2版）

!南官平

这几天，路桥小城镇整治的各种
靓照纷纷霸占了人们的手机屏幕，成
为了人们争相转发的焦点。可以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整治，路桥的环
境变得更美了、社区变得更干净了、
城市变得更有活力了、乡村变得更有
味道了、生活变得更有品质了，这无
疑是民生所向、民心所想。

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几乎变
成了一种炫耀的“军备竞赛”。人们
的口袋开始富了，但却不知道怎么
去把日子过好。有好吃的就拼命

吃，衣服是越贵的越好，房子是越高
越好，车子是越大越好，装修是越豪
华越好，到头来才发现，我们给自己
增添了许多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
要了“面子”，丢了“里子”，把生活过
成了一个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每
个人都只顾着自己挣钱、都只顾着
自己方便，把公共利益弃之一边。
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秩序变得越来
越乱，生活变得更为糟心。

如今，人们的观念开始渐渐
转变。房子并不是越大越好，空
荡荡的房间反而让人觉得冷清；
装修也不是越贵越好，反而是修

理整齐的庭院、鲜花盛开的窗台，
才能让人的心情变得爽朗；车开
得再大再豪华也不过如此，道路
上添堵不说，冷不丁地就来一张
罚单；生活不再是拥有多少东西，
而是怎样把生活安排得更加合
理、更加健康、更加充实，这才是
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而言，小城镇整
治不仅只是一场环境和秩序的变
革，更是人们内心和精神的一次
洗礼。通过消防设施的更新、电
线的埋设、排污管道的接驳、卫生
死角的清理、社区环境的改造、街

道标牌的规制、停车场地的解决，
一遍一遍地梳理过去，把曾经做
得不好的改回来，把一度忘记了
的找回来，一起创造一个更加美
好的生活。这样的改变真令人期
待，也真令人欣慰。

有句话说得好：寸草不生是荒，
杂草丛生也是荒。庭院中的杂草除
掉了，院子才会美丽；环境中的杂乱
整治了，城镇才会漂亮；心中的杂念
变少了，生活才会显现
本来的面貌。这才是
一种真正有品质、有尊
严的生活。

!全媒体记者 周 益

占 地 100多 亩 ，率 先 通 过
ISO9001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海关A类企业，2017年创总产值2.2
亿元……这就是海能金属有限公
司，一家坐落于台州金属资源再生
工业园，集生产、提炼、金属资源再
生于一体的企业。

作为资源再生行业的明星企
业、中流砥柱，海能金属有限公司的
前身就是洲际金属有限公司。十几
年来，从洲际到海能的蜕变，离不开
公司董事长，也就是领航人池宏峰
的前瞻性策略与正确的领导。

永不放弃，打下坚实基础
2005年，30多岁的池宏峰有着

一颗壮志雄心。在看到拆解行业的
前景后，他在峰江老拆解园区创办
了洲际金属有限公司。由于对行业
的不熟悉以及前途的迷茫，创业初
期的洲际金属“走”得磕磕绊绊，但
池宏峰并没有气馁。他请教前辈，
自己摸索、总结经验，常常深夜还在
研究废旧金属的运营成本与利率计

算。期间，很多企业经历了市场行
情摸不准、资本实力不足、管理模式
欠佳、环保严格筛查、2008年金融危
机等挫折，面临着或关闭，或成空壳
公司的窘境。而此时的洲际公司，
凭着池宏峰探索出的自成一套的经
营办法，节节得利，顺利闯关。

从2005到2015年的10年时间
里，池宏峰将洲际金属有限公司从一
个小作坊做成了我区资源再生行业
里的朝阳企业，也使自己的社会价值
得到不断升华：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会
长、台州市口岸协会副会长、区第五
届政协委员……尽管各种荣誉接踵
而至，但池宏峰却从不以此为傲。，相
反，他更加沉着，加强学习，积极进
取，并在2011年取得了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走出去，让海能更强大
2014年10月，一次偶然的机会，

池宏峰考察了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
日本JFE公司，并把它先进的经营管
理模式、理念带到国内，与海能原有
的管理模式相融合，摒弃了原有繁琐
的经营理念，让海能在学习、磨合中

得到了质的飞跃。这也再次展现了
池宏峰卓越的判断力与经营才能。

发展起来的海能公司，眼光更
远，战略更强。渐渐地，池宏峰也更
忙了，忙着国外、国内各城市做调
研、市场分析。如今，他把眼光移向
更远的项目开发上，积极响应政府
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目标在
2019年把台州市金属资源再生工业
园区搬迁至第三国家。目前已经考
察了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市场，取得
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创造机会的人是勇者，等待机
会的人是愚者，撸起袖子加油干！”
这句话是海能董事长池宏峰掷地有
声的宣言。他踏踏实实，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不骄不躁，不仅把自己的
企业做大做强，还带领整个资源再
生行业朝着更广阔的市场发展。

回报社会，企业更有温度
虽然忙于企业发展，但池宏峰

也没忘了回报社会，帮助了更多有
困难之人。2006年，他资助了衢州
市一名困难学生2万元，帮助他实
现了大学梦；2007年，担任湖南浙江

省商会副会长的他，个人捐献给希
望小学10万元；2018年2月10日，
在成为金属资源再生产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的当天，池宏峰与行业同仁
向区慈善总会捐赠助学基金50万
元……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对
池宏峰来说，这些都是举手之劳之
事，并不值得炫耀、夸赞。

平时穿衣朴素自然的池宏峰虽
不善言辞，但始终关心着资源再生
行业的发展，积极与台州湾循环经
济产业集聚区路桥分区管委会对
接，不断建议完善金属资源再生产
业基地的配套功能，帮助其他企业
解决生产、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
砺出。正如池宏峰在 2018海能新
春团拜会上说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海能是个大家庭，我愿与海能
人一起面对风雨，共同扬帆远航。”
与时俱进，砥砺前行，他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报讯（《台州日报》记者 泮永翔）最近一段时间，新桥镇的群众
们感觉好像进入了大建设大改造时期。

不管是主干大道、通衢小路，还是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处处可见
施工队伍在门前屋后“开膛破土”进行管道修复，大型工程车占道作业
进行管道清淤，大型升降机载人飞檐走壁进行雨污分流立管改造……
这是近日，记者在新桥镇见到的一幕。

“当前‘污水零直排区’试点乡镇建设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该镇党委副书记马伟斌说，为确保年前完成建设任务，该镇全面出击，
抢抓进度，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清淤、修复，并同步进场对居民小区进
行雨污分流立管改造。

作为路桥今年首个“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试点，新桥镇一直把这项
工作作为重点来抓。自创建以来，该镇建立“1+2+1”专班保障机制，
按路段、集聚区属性将整个新桥镇区分为24区块，每个区块均配备1
个班子成员、2个工作人员（即1个机关干部+1个村、社区干部或企事
业干部）和1套施工业务组，由专班各自负责区块内的施工改造。

同时，为了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该镇还建立了每日会商制，要求专
班责任人、施工负责人、设计单位、监理每日对接，第一时间组织力量
解决问题，并为次日工作提前做好政策处理，无缝对接推进创建工作。

成绩也是有目共睹，截至目前，该镇24个区块现已全部完成管网
探测作业；15个区块及新桥镇中心小学、新桥中学（初中部、高中部）已
完成雨污水管道检测，其他区块同步正在检测中。地下雨污管网修复
已完成8个区块设计，5个区块已进场施工。17家企业已完成设计，14
家企业进场施工，2家企业基本完成改造。

此外，在全线管网全覆盖、六小行业污水全纳管的基础上，该镇对
餐饮行业进行“污水零直排”隔油池改造，目前隔油池建设方面镇区范
围已经基本完成。

努力把日子过得真正有品位

扬帆远航的领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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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桥：“污水零直排区”试点镇
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12月13日，新桥、横街两镇的纪
委干部在督查“零直排”工程质量和
涉农资金使用等。为加强督查力度，
当日，两镇纪委组成联合督查组，对

“零直排”工程质量、涉农资金、扶贫
专项资金等进行联合交叉督查。通
过实地踏看、现场核查、当面询问的
方式，增强督查的公信力，提升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实效，避免督查出
现偏松偏软。

全媒体记者 王保初摄

交叉督查护民利

创业创新 路商风采
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