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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为“重要窗口”建设增光添彩
天台县党政代表团来我区考察对接山海协作工作

区
五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三
十
四
次
会
议
召
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项 懿）7月 30日，区五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戴冠福，副主任林金祥、陈平、蒋斌芳、梁妙
富、任敏、蒋新才参加会议。会议由林金祥主持。

会议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检察院部分检察官履
职评议的自查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检
察官履职评议小组的评议报告，并对评议对象进
行测评；审议通过区政府关于 2020年台州市路桥
区地方政府债券、抗疫特别国债资金收支及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通过相关人事免职事项，免去郭
雪剑的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集中审议认为，评议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
被评议对象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肯定了被评
议检察官的工作成绩、业务能力等，并指出存在的
问题。检察院要认真听取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
以及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充分调动未入员额检
察官的工作积极性；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做强优
势品牌，开拓创新，培养一批优秀检察官；进一步
加强学习，提升自身业务能力，有效防范廉洁风
险。关于政府债券方面，我区安排的各项债券对
应的项目符合政策要求，建议政府用好债券，做到
专款专用，同时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统筹
考虑债券的偿还付息，积极防范风险。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罗华迪，区人民法院院长
叶海华，区监察委员会负责人、区人民检察院负
责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财政局负责人，区
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联系区人民检察院的人大代表监督小组组长、副
组长、成员，区人民检察院班子成员、检委会委
员、中层正职干部，区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办副主
任、各工委原主任和原副主任、原专职委员，各镇
（街道）人大主席（工委主任）或副主席（工委副主任）和部分区人大
代表列席会议。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庄向娟
通讯员 卢炜南）7 月 28 日 8 时 30
分，与往常一样，区供电有限公司发
展建设部员工潘华春左手提着安全
帽，右手揣着一个文件夹，出发前往
位于台州金属再生园区内的 110千
伏赤龙变电站施工现场。不同的
是，这一天，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安
监专家，这是潘华春特地邀请来对
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稽查
的。

“每一个项目的顺利推进，安全
必须摆在第一位。”在潘华春看来，
一座变电站的落地是由许许多多电
力人的辛劳与汗水凝结而成的，“从
立项到最后顺利投运，少说也有几
百个步骤。”

9 时许，走进 110 千伏赤龙变
内可以看到，一片灰白色的泥土地
里，10多名施工人员正顶着烈日埋
头作业。“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本体
破桩头施工。”该项目施工负责人
说，接下去就是地基验槽，浇垫层，
砖胎膜砌筑。与此同时，在距离该
变电站大约 3 公里外的地方，另一
组施工队也正在加紧作业，为电缆
敷设做一系列准备。

据了解，110 千伏赤龙输变电
工程于 2019 年年底开工建设，计
划 2021 年 6 月投运，总投资 9014
万元，项目新增主变 2×5 万千伏
安，新建 110千伏线路 2回，10千
伏出线 24 回。新建 110 千伏线路
路径长度 3.7公里，其中双回电缆

敷设线路路径长度 1.6公里，双回
架空线路路径长度 0.5公里，四回
架空线路路径长度 1.6公里。该变
电站的建成将大大满足台州金属
再生园区、熔铸园区、之恩环保
创业园区、游艇小镇等金清镇东
部区块的用电需求，提高沿海产业
集聚平台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
性，同时为高弹性电网建设打下坚
实基础。

金清镇是我区的一个工业强
镇、农业强镇，近年来经济发展迅
速，用电需求亦随之不断攀升，尤其
是台州金属再生园区建成以来，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选择到此

“安家落户”，仅今年，园区里的在建
项目就有几十个。

对此，区供电有限公司走在
前、干在先，于上半年先后完成了
110 千伏资源变 6 个出线间隔和 1
个母分间隔新增投运，完成了 110
千伏富龙变电站投运。如今，紧随
其后，赤龙变建设按下“加速
键”。

下阶段，该公司将继续围绕电
网赋能这一重要课题，在建设海量
资源被唤醒、源网荷储全交互、安全
效率双提升的多元融合高弹性电网
上下功夫，对照当地实际，切实解决
当前电网面临的源荷缺乏互动、安
全依赖冗余、平衡能力不足、提效
手段匮乏等问题，全方位优化电网
建设，提升电网运行水平，当好电
力先行官。

新增变电站 为沿海产业集聚平台再添动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 炜）为
助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两连冠”，
近期，商城公司齐心协力助攻坚，狠
抓工作落实，健全管理机制，切实巩
固提升文明市场成果，为创建工作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明整洁的市场环境是城市整
体文明水平的重要一环。连日来，
气温攀升，一支由商城公司党员及
部门员工、志愿者等组成的 40多人
队伍，对商城外围及会议中心的花

坛缝隙、树池、绿化带等细小部位的
零星垃圾、烟蒂进行清理。当前，商
城公司按照路桥区助力争创全国文
明城市“两连冠”、多城同创十大攻
坚行动、全国文明市场经营等要求，
每日固定时间段对市场卫生、经营
秩序等进行细致督查。在商城市场
开展“占道经营”肃清整改行动中，
该公司严格实行网格化管理制度，
由各班组对负责区域进行强化整
改，对市场占道经营进行劝导，对商

户违规摆放的货架予以清零，还市
场整洁有序的经营环境。此外，为
巩固回头看，督查结果将直接与市
场管理人员挂钩，责任到人，推动创
建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同时，商城公司党员、团员、巾
帼志愿者等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主动承担市场文明宣传、公共文
明引导和环境整治任务，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的生动含义。商城公司通过集中整

治活动，不但改善了商城环境卫生
状况，还提高了商户文明创建意识，
全力推进环境卫生整治常态化、长
效化，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两连
冠”营造了浓厚的创建氛围。

整治提升不松懈 让文明常驻商城

□全媒体记者 管志帆

“这边再过来几个人把绳帮忙搬上船，速度有点慢了。”“借过一
下，我的车要开过去一点……”开渔在即，沉寂了3个月的金清港码
头又重新热闹了起来。虽然距离开捕还有几天时间，但许多渔民早
已开始忙活起来，加油、冲冰、修网，做好开渔前最后准备工作。

据悉，自 8月 1日 12时开始，东海桁杆拖虾渔船、笼壶类（包括
蟹笼）和流刺网渔船将开赴禁渔线外的东海海域，进行捕捞作业。

备足物资待出海
7月 30日上午，记者在金清港看到，海面上停着一艘艘焕然一

新的渔船，还时不时发出“隆隆”的轰鸣声；码头上来来回回的车辆
运送着各种捕鱼工具、食材、矿泉水、衣物等，渔民们忙着搬上船，
一切井然有序。

在船老大吴荷方的渔船上，渔网、渔绳等工具都已准备就绪，
安全消防设施等也配备齐全。“现在就差船员还没到位，之前已经
电话联系过了，今天还要再催催。”吴荷方说，等下要再检查一遍渔
船，看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确保每项工作都做到位。

记者了解到，大的渔船出一趟海一般需要 2-3周时间，甚至一
个多月，小的渔船出一次海大概要2-5天，想要保持海鲜的新鲜度，
冰就特别重要。“我这艘是 600马力的船，出海一次就要 10余吨的
冰，其他大船，出海一次就要50-70余吨的冰。”吴荷方告诉记者，制
冰厂早就开始制冰了，为出海渔船储备了充足的冰。

渔民在做出海准备的同时，批发商们也早已做了预定准备。
“我这艘船上的海鲜被批发商、零售商预定了，这次出海大概2-3天
就能回来，到时候结算完数量，就能以最快速度供应到各大市场。”
吴荷方说，每年都是按这个“流程”来的，也会有一些市民过来直接
购买，“淘”最鲜的海货。

谨记“安全”二字
“捕捞设备、物资用品准备得怎么样了？按照‘惯例’，船上

的证件都要出示一下。”那边忙着准备出海，这边忙着检查“毛
病”。连日来，区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金清镇农办、渔业公司
组织执法人员对要出海的渔船进行安全隐患“体检”，重点检查
渔船上的救生设备、消防设备、信号灯等安全设备的配备使用情
况，以及网具网目尺寸规范配置是否标准、船名号及船籍港刷写
是否规范、船牌钉挂是否规范、渔船职务船员证书持有及有效等情
况。对于现场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即与船员沟通，要求立即整
改。

“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定要做好安全隐患排查，保障渔民
出海安全，归来时鱼虾满载。”金清镇农业农村和水利办公室负责
人陈丹江说，渔船检查严格按照“检查一艘、合格一艘、开捕一艘”
的原则，确保开捕渔船不“带病”出海。

此外，为了为加强渔船安全生产管理，切实提高渔船船员的技
能水平和综合素质。7月 23日至 26日，全区渔船普通船员培训班
在金清镇举行，全区共有230余名渔业船员参加培训。

培训课从海上求生、救生艇（筏）操纵、海上急救、船舶消防、渔
船安全生产管理等方面进行讲解，同时结合警示案例，分析渔船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着重讲解渔业安全生产注意事项和
应对措施。培训课还通过“写作业”的方式让船员掌握基础知识，
树立牢固的渔业安全意识。据悉，此次培训还发放了《渔业船员基
本安全培训材料》《渔业安全宣传图册》等宣传材料500余份。

同时，为消除渔业安全事故隐患，金清镇还不定期地对辖区
“三无”船舶进行清查。截至
目前，该镇共打击“三无”船舶
39艘，其中从 5月 1日进入伏
休以来就打击了 34艘“三无”
船舶。

开渔在即 渔民备战“第一网”

连日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直属三大队紧抓夏季高温道路运输
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工作，
组织交警走进工程车辆运输企业，
摸底排查车况并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要求出车前做好车辆状况安全
检查，确保工程车安全上路。图为7
月28日，交警在一家运输企业对工
程车进行安全“体检”。

本报通讯员 王国洋 张冬玲 摄

给工程车“体检”

（2020年7月30日台州市路桥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免去：郭雪剑的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干部免职名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7
月 30日上午，天台县党政代表团来
我区考察对接山海协作工作，两地
召开山海协作联席会议暨山海协作
升级版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区委书记潘建华，区委副书记、
区长潘军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戴
冠福，区政协主席戴冬林；天台县委
书记管文新，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玲
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林峰，县政协
主席陈政明等领导参加相关活动。

潘建华指出，天台和路桥人缘
相亲、来往密切、发展融合，有着良
好合作的基础和前景。近几年天台
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企业
上市、美丽乡村、电子商务、文化旅
游等建设，有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
值得路桥学习借鉴。

潘建华强调，山海协作是“重要
窗口”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标

“重要窗口”建设和“三立三进三突

围”新时代发展路径，路桥将全力以
赴推动两地山海协作向纵深发展，
努力将其打造成为“重要窗口”中的
一抹亮色。要全力推动协作机制升
级，常态化保持财政扶持、金融支
持、干部挂职、部门协同等方面制
度供给，确保高质高效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要全力推动产业合作升
级，加强工业、农业和旅游业等产
业合作，加快天台——路桥旅游文
化产业共建园区建设，抓紧实施

“飞地抱团”联购项目，助力天台
产业加快提档升级。要全力推动民
生互促升级，拓宽科教文卫领域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开展联合办
学、远程教育、专家坐诊，定期选派
教师、医生开展培训交流、挂职锻
炼，推动两地社会事业相互促进提
升。要全力推动互学互鉴升级，广
泛发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山海协作”
工程，让两地合作在常来常往中开

出更加绚丽的友谊之花、结出更丰
硕的实践之果。

管文新指出，路桥是全市发展
的标杆、天台学习的榜样。近年来
路桥围绕打造“两个高水平”标杆
区，实施了一批大动作、硬举措，推
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这次
到路桥实地考察，更是充分感受到
了路桥蓬勃发展的势头。

管文新强调，自 2004年建立山
海协作关系以来，两地合作机制不
断完善、项目建设增势明显、精准扶
贫成效显著、社会事业合作更加紧
密，形成了“山海并利、山海共赢”的
良好发展局面。下一步，要围绕打
造全省示范，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
推进两地全方位合作，在促进两地
经济社会发展中造福两地人民。要
不断创新合作机制，深化合作内涵，
加强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
兴、民生事业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合

作交流，全面提升两地合作的层次
与水平。要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
定期召开山海协作联席会议，定期
开展党政主要领导互访，定期开展
双方干部互派挂职，推进两地深入
全面的合作，进一步念好“山海经”、
唱响“协奏曲”。

会上，区金投公司与天台县交
通集团签订天台——路桥“飞地抱
团”联购项目合作协议；路桥区科技
局、区教育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卫
健局与天台县相关部门签订合作协
议；路桥区与天台县签订乡村振兴
合作框架协议。

期间，天台县党政代表团还考
察了欧路莎股份有限公司、新桥镇
金良社区乡村振兴项目——稻香果
园美丽田园综合体和消薄飞地平台
——路桥恒金产业园，就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和消薄飞地平
台建设等开展深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