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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近日，杜
桥镇创业联盟、新居民联谊会等50
余名社会团体成员前往联系的相应
街道进行镇容巡查、垃圾清扫，沿街
劝阻乱占道、乱停车及乱扔垃圾等不
文明行为，并对周边居民及街边摊贩
进行“创卫”宣传，受到市民好评。

据了解，今年3月，杜桥镇在全
市首创社会团体联系街制度，由市两
代表一委员等个人以及镇乡贤会、商
会等社会各界团体“一对一”联系24
条主次干道，发挥自身影响力，协助
街路长组织开展镇容巡查、垃圾清
扫、交通劝导等行动。这支特殊的城
镇管理队伍自建立以来一直活跃在
大街小巷，在全镇掀起了创建国家卫
生乡镇的热潮，形成了“人民城市人
民管”的浓厚创建氛围。截至目前，
共发动社会团体成员1600余人次，
开展集体行动13次，发放“创国卫”
宣传单15万余份，整改问题500余

个。
通过社会各界团体的广泛宣传、

严格监管，杜桥镇的镇容镇貌得到了

明显提升。“作为在杜桥的新居民，我
很荣幸能够为国家卫生乡镇创建工
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第二故乡

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宜居。”杜
桥镇新居民联谊会会长王细凡告诉
记者。

杜桥镇 共建卫生镇 同育文明花

本报讯 （记者任刚 孙之清）
自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集结号角吹
响以来，汇溪镇紧紧围绕“古韵汇溪
生态小镇”的发展定位，按照“全面规
划、全力整治、全新打造”的总体思
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全面打响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攻坚战。

在汇溪镇浚头村村口，记者看到
师傅们正在建设这里的文化墙。青
瓦白墙、神似板龙造型的文化墙已经
初具雏形，墙体建设完毕之后，黄氏
祖训、家风家训等传统文化，还将在
文化墙上展示。这样的造型设计是
因为浚头是远近闻名的板龙村和古
建之乡。

“浚头村是一个出古建工匠的
村，整个村现有100多位古建工匠，
我们就积极整合资源，打造出浚头自
己的特色。”汇溪镇党委委员王会青
告诉记者。

屋前屋后随意堆放点杂物，这
好像已经成了大家对农村生活的
普遍印象。而如今，走在浚头村，
不仅看不到堆放的杂物，而且到处
都 是 精 心 布 置 和 让 人 留 恋 的 风
景。一扇竹门、几幅彩绘、一顶草
编制成的油画、几个磨盘铺就的小
路……镇里花最少的钱打造了一道
道别样的景致。

村民孙星明家有着一处老宅子，

因为年代久了，房前屋后堆放的东西
自然也就多了，当听到村里要来清理
这些杂物时，孙星明头一个不配合。
经过汇溪镇政府和浚头村干部的一
次次耐心细致地上门走访，孙星明也
看到了村里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他
的思想转变过来了，从不情愿变成了
后来的积极配合。“以前乱七八糟的，
鸡呀狗啊都有的，一大片都是柴，地
面坑坑洼洼的。现在家门口有花有
草，整个小花园一样的，心里高兴。
后来我自己都帮忙一起干了。”汇溪
镇浚头村党支部书记黄临民告诉记
者，“村民直夸，浚头村这次整治是最
令人满意的。”

如今的浚头村，有中心广场、文
化长廊，有村民们休憩聊天的地方，
也有展示本村文化的古建博物馆、农
耕体验园。浚头村只是一个缩影。
目前，汇溪镇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已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一个
崭新、美丽、整洁的新汇溪正在快速
成型。

接下来，汇溪镇将继续发挥生
态优势，对重点区域、重要节点进行
绿化提升，以传统古建文化为依托，
打造具有古韵特色的风情小镇。通
过进一步绿化、美化、靓化镇容村
貌，来不断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汇溪镇

因地制宜推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

“ 五 问 入 企 五 心 服 务 ”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山海相对，绿湾环
绕。上盘镇作为我市的东大门，既有自然风光
和历史文化相互交融，又有人文活力与生态魅
力有机融合……”近日，由团市委和市农办联合
开展的“新青年乡村振兴行动·走读临海”活动
来到了上盘镇，记者一边听介绍，一边感受上盘
别样的山海情。

该镇团委书记卢奕汐告诉记者，作为我市
唯一带海岛的镇，上盘镇除了丰富的自然景观
资源，还拥有花鼓、象棋等宝贵的文化遗产。此
次走读活动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上盘，同时也勾
起了不少当地人的儿时回忆，增强了他们对家
乡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据悉，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引
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团市委和市农办
推出“新青年乡村振兴行动”，“走读临海”就是其
中活动之一。举办单位从青年独特的视角，选取
我市19个镇街的特色景点等，开发多条青年视角
的游玩路线，绘制临海青年旅游地图，组建了大学
生走读团，以各镇街团委书记为向导，开展走读活
动，鼓励走读者做美丽乡村的发现者并分享走读
游记。自今年4月以来，已在“临海青年”公众号
上成功推出14期系列活动，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
注，平均每篇阅读点击量超过1万人次。一时间，
社会反响热烈，“走读热”兴起。

“近年来，我们发现不少年轻人从城市回到
了农村。我们希望通过‘走读’的方式，更好地
宣传临海的山水美、人文美，助推全域旅游。同
时也以此来汇聚更多的青年力量，增强青年一
代对家乡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引导大家
走好乡村振兴路。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走读5
个镇，让美丽临海更加完整地呈现大家眼前。”
团市委副书记项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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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晚上，“我们的胜利”
话剧专场演出在台州影剧院上演，
演员们的专业表演给观众带来震
撼的视觉感受，现场掌声不断。本
场话剧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
主办，市文化馆、台州大臻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题材取自抗战。
晚会中，来自横店南红剧社和我市
创影影视培训工作室的演员，通过

《我们的指挥部》《粮食》《打得好》
《重逢》四个独幕剧抒发了中华儿
女保家爱国的豪迈情怀。

李萍娟摄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为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了解
民营企业实际需求，助力台州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11月26
日，台州银监分局联合我市金
融办在大洋小微企业创业园召
开金融服务对接座谈会。台州
信保公司临海分公司、临海农
商银行、中国银行临海支行等
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及12家园
区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各银行业
金融机构要认真领会支持
民营企业的精神部署，重
视对民营企业、民营经济
的金融支持，不断优化金
融服务，有效防控金融风
险。同时要求企业也要遵
守规矩，向银行提供真实

可靠的资料，实现银行业与民营
企业民营经济共同成长，促进金
融良性互动和高质量发展。

现场，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推荐特色产品，企业代表提出
金融需求和建议，台州银监分
局、我市金融办等单位现场解
答企业提问、推荐公共信息查
询平台等，以解决信息不对称
问题，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优质
高效的金融服务。

我市召开金融服务进园区
对接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张微煦)昨日上
午，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汇报
会暨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大清查大
处置行动部署会在市政府2楼大会
议室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梅式苗
在会上强调，做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和批而未供、闲置土地大清查大处置
工作，事关我市当前发展和全局长
远。全市上下要统一思想，形成合
力，加快推动我市土地资源管理从新
增扩张向盘活存量、从粗放利用向集
约高效、从单一保护向复合利用转
变，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用
地保障。副市长徐明堂出席会议。

会上，梅式苗指出，今年以来，各
地各部门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
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按照“示范引

领、项目推动”的要求，破解空间用地
制约，提升土地利用质效，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但从工作进展情况来看，
还存在着项目进度普遍滞后、历史欠
账处置不快、特色亮点仍然不多等问
题，各地各部门必须正视问题，切实
增强紧迫感，加大力度，狠抓全域土
地综合整治工作推进。

梅式苗要求，要提速攻坚，高标准
完成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目标任务。各
镇(街道)要按照“以空间规划为龙头，
以生态宜居为导向，以项目实施为抓
手，以群众致富为目标”的总体思路，
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四大行
动，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确保交出
高质量的成绩单。要提高认识抓落
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振

兴的“先手棋”，是建设美丽大花园的
“支撑点”，是破解土地要素制约的“突
破口”，全省有导向，台州有部署，临海
能受益，要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打造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临海样板”。要围
绕目标抓冲刺，实行“项目化、清单式、
销号制”管理，加大项目支持力度，加
强动态跟踪督查，系统作战，群策群
力，确保项目按期推进。要突出重点
抓推进，做好村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加
快项目实施进度，加大历史欠账消化
处置力度，加大盘活存量力度，争取早
出形象、早见成效。要把握机遇抓谋
划，关注政策红利，加强项目包装，力
争更多项目拿到省级名单“入场券”，
争取更多优惠政策支持。

梅式苗强调，要突出重点，全面开

展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大清查大处置
行动。做好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查
处置工作，是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必
然要求，是盘活用地空间的有效途径，
也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现实需要，
各镇(街道)、各部门要全力冲刺，确保
年底前全市批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
面积明显下降。要摸清摸透底数，开
展清仓式排查，逐宗登记造册，确保底
数清、情况明、数据实，为动态跟进处
置打下基础。要措施有力，按照“一宗
地一方案”的要求，分类处置批而未供
土地和闲置土地，切实增强处置工作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管理严格，建
设长效管理体系，狠抓责任落实，加强
出让管理，强化批后监管，确保土地及
时高效利用。

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会
暨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大清查大处置行动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李欣 金
晓欣）昨日下午，浙江广电集团
副总裁杨勇一行到我市调研媒
体融合工作。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董金喜参加调研。

在市新闻传媒集团，调研组
一行实地考察了新闻中央厨房
建设情况，详细听取了我市媒体
融合工作汇报，并对此表示肯
定。杨勇在调研中指出，媒体融
合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临

海新闻传媒集团要不断提升自
身技术，拓宽信息平台，创新新
闻形式，争创省级一流全媒体中
心，为其他县市区打造学习样板;
要利用好“中央厨房”，烹饪好

“新闻大餐”，打破“信息孤岛”，
实现数据共享;要夯实媒体深度
融合基础，努力建设新时代融媒
体，扩大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全
面传播时代主旋律。

杨勇一行到我市
调研媒体融合工作

11月26日，台州银监分局联合市金融办开展“小微金融服务进园
区，共促民营企业新发展”宣传活动。活动邀请台州信保公司临海分
公司、临海农商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临海支行等9家金融机构走
进大洋小微企业创业园，进行金融知识及特色产品宣传。 谢 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