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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 3～10℃天气天气天气天气
预报预报预报预报

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市政府为民服务热线：：

1234512345
空气质量等级：优，空气质量令人满意，基本无空气污染。

2月13日：阴有时有雨。 9～12℃

崇和电影2月影讯
片 名 国家/类型 上映时间

临海崇和影城 电话：85381166
临海大洋影城 电话：85678811
临海江南影城 电话：85671100
台州新崇和影城 电话：88207788

《熊出没·原始时代》国 动画/喜剧/冒险 2月5日

《飞驰人生》 国喜剧 2月5日

《神探蒲松龄》 国喜剧/动作/奇幻 2月5日

《流浪地球》 国科幻/剧情 2月5日

《疯狂的外星人》 国喜剧/科幻/剧情 2月5日

《新喜剧之王》 国剧情/喜剧 2月5日

《廉政风云》 港剧情/犯罪/悬疑 2月5日

《小猪佩奇过大年》 国儿童/喜剧/动画 2月5日

《一切如你》 国剧情/家庭 2月9日

《一吻定情》 国爱情/剧情 2月14日

新片推荐
《一吻定情》：湘琴与江树在高中校

园相识，在大学校园相恋，一路相伴美好

的青春时光。他们互相鼓励，在学业上

共同进步、携手面对生活的坎坷起伏。

最终，他们凭借着对爱情的信念和对生

活的热忱，克服重重困难，终成眷属。

《一切如你》：有四位年轻人，他们用

镜头记录下了爷爷奶奶的现实生活，在

创作过程中，他们了解到中国当今的老

龄化现状。于是，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所

学，拍摄这部讲述了10个“养老、孝老、敬

老”的电影。本片得到了老艺术家于蓝、

秦怡、田华、刘江、于洋、杨静、谢芳等，还

有奚美娟、刘佩琦、侯勇、聂远、张艺兴等

16位中青年演员的支持，他们将联袂出

演。

鹿城鹿城内外内外

●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不断增强民警政治意识和纪律
意识，日前，大田派出所开展家庭助

廉活动，邀请民警家属进警营，参
观廉政文化长廊、荣誉室，并开展
民警家属座谈会，通报单位各项
工作开展情况及个人荣誉等，以
发挥民警家庭在党风廉政建设中

的特殊作用，构筑起拒腐防变的“家
庭防线”。

（金 健）

●日前，临海成妤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经办人金女士在市建
设局行政审批科领到房地产开发
资质证书。有了这份证书，该公
司投资建设的小微企业创新创业
园——大田科创园就可以办理规
划许可、施工许可审批手续，尽快
开工建设。

为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工
作，市建设局采取主动服务、容缺受
理等措施，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先行
办理桩基施工许可证，助推工程进
度。目前，我市有5个小微创新创
业园工业地产项目，总建筑面积近
百万平方米，其中已开工 3 个项
目。 （孙胜敏）

2月7日至10日，我市第二届
“非遗赶大集”展示展演活动在临
海非遗传承中心举行。市民和游
客在观赏黄沙狮子、下沈跳马、府
城民谣等传统非遗展演项目的同
时，还体验了临海剪纸、临海木板
年画、岭根草编、蛋清羊尾等非遗
项目，充分感受临海非遗的魅
力。

谢 希摄

“咚咚锵，咚咚锵……”新春佳节，上盘镇联合村文化礼堂举行首届
“村晚”。台上演员粉墨登场，台下掌声如雷，座无虚席。《金狮献瑞》《点
赞新时代》《张灯结彩》等各类小品、排舞节目轮番上阵。据悉，此次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上盘镇党委政府主
办。圆了老百姓的春晚梦、舞台梦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节日喜庆
气氛，将文化传承、乡风文明、改革开放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愿景传播
到乡村的每一片土地和每一位老百姓的心田。 金晓欣 翁一清摄

本报讯 （记者胡燕云）“真
的太谢谢朱师傅了，多亏您伸出
援手，送我去医院急救！”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市民近日找到市传
媒集团保安队队长朱国富，向他
表示谢意。

1月 24 日晚，这位市民在
双鸽酒店参加聚会后，感觉头
晕乎乎的，他从包厢里走出来，
想吹吹风透透气，结果没走几
步，便趴在过道桌子上，不省
人事。

这一幕恰好被经过此处的朱
国富看到了，朱国富想叫醒他，但
男子却没有任何反应。看到男子
脸色苍白，额头冒汗，身上散发
着浓浓的酒味，朱国富猜测男子
可能喝醉了，他连忙叫来身边的
朋友，让大家打听这名醉酒的男
子是从哪个包厢出来的，希望能

找到他的家人。同时朱国富给男
子按摩醒酒，缓解他身体的不适。

不一会儿，男子的妻子朱女士
赶了过来。“快！赶紧送医院！”看
着脸色发白、呼吸困难的男子，朱
国富急切地说。朱女士叫来女儿
与朱国富搀扶着男子下了楼梯，来
到了市一医院的急诊科。“他酒精
中毒了，幸亏及时发现，否则会有
生命危险。”医院的大夫告诉朱女
士。朱国富帮助男子挂号付费，看
到他输了液、身体情况稳定下来后
才离开，此时夜已经深了。

记者了解到，朱国富是浙江
亚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工
作人员，现在市新闻传媒集团担
任保安队队长，当晚值公司年会，
在同个酒店巧遇那名男子喝酒不
适。“老朱为人爽快，平时十分热
心肠。”说起朱国富，同事纷纷夸
奖道。

平凡的人，温暖的瞬间，传递
出一份满满的正能量。朱国富笑
着对记者说：“不管是谁，只要遇
到这样的情况，都会伸手帮忙
的。”

酒后不适情况危急
热心相助化险为夷

大爱临海
温暖之城

对接洽谈项目100多个，入库项
目55个，签约市外招商项目16个，总
投资251.5亿元。全市实现工业总产
值1319.35亿元，同比增长10.3%；其
中规模上工业总产值969.04亿元，同
比 增 长 12.9%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212.07亿元，同比增长8.0%，规上工
业增加值总量居台州市第一位……
2018年，我市民营经济再创新辉煌。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定秉持
“亲商、安商、富商”的理念，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深入实施“护眼暖心”工
程，出台《临海市关心关爱企业家的
实施意见》，为企业家提供无微不至
的“五心”及“妈妈式”服务，着力构建

“亲”“清”政商关系，全力支持和引导
非公经济发展。

做浓尊商氛围，
立好担当作为“风向标”

对于在临打拼的外籍人员来说，
子女就学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个“老大
难”问题。日前，浙江金诺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江却对政府的贴
心举措赞不绝口：“临海的营商环境非
常好，去年，我深刻感受到，政府在帮
扶企业方面做得非常用心。”金建江告
诉记者，自己是路桥人，在临海投资创
业已经18年。2018年，女儿上小学的
问题曾困惑他许久。正在他左右为难
之时，政策的“东风”及时送到。“没想
到，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教育政策，解决
了我担心已久的孩子读书难问题，真
是太好了。”金建江说。

在我市，与金建江有同样感受的
企业家不在少数。去年，政府持续优
化企业家的生活保障，在医疗、住房、
子女就学、落户对接等方面提供了30
余项配套服务，帮助解决后顾之忧，
让企业家心无旁骛谋发展。

此外，政府还通过评选功勋企业
家、推荐优秀企业家担任各级“两代表
一委员”、聘请10位企业家代表担任
市政府咨询委员、推出企业家“红人
榜”、开设“弘扬企业家精神，聚力高质
量发展”专题栏目等举措，在荣誉上给
予企业家最高礼遇，在地位上给予最
大尊重，坚定企业家的发展信心。

做实兴商举措，
搭好创新创业“大舞台”

去年11月，首期“对话陆家嘴”
民营企业家主题沙龙活动在市新闻
传媒集团演播大厅举行，来自全市的
300余位民营企业家代表聚集在一
起，与市领导、知名专家面对面地交
流，共商我市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大
计。

正特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海
荣参加了此次活动，他告诉记者：“这
次活动，政府为企业家们搭建了一个
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通过知名专家
的交流，我们能更加自信地应对多变
的国际贸易形势，明确了今后的发展
方向。”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记者从
市工商联了解到，每年我市都会定
期组织开展临海商人大会和临海异
地商会联谊会，并深化协同商会服

务中心建设，继续推进“两会一办”
建设，搭建交流服务平台，将商会打
造成制度完善、活动有特色、服务有
创新的社会组织，助推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

此外，我市还多次开展专家演
讲、现场互动、入企考察等活动，实施
百强企业家素质提升和百名新生代
企业家青蓝接力“双百”计划，以精准
化培育，提升企业家素质能力。去年
年底，我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临海市招商引资工作的实施意见》，
是当前台州市最优惠的招商政策，简
称招商引资“黄金十条”。招商引资
网络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进一步完
善。去年一年来，我市大力实施“走
出去、请进来”招商方式。在走出去
方面，组团外出招商 24 批次，赴北
京、深圳、上海、长沙、杭州、张家港、
常熟、芜湖等地开展对接。

做优营商环境，
提供健康成长“定心丸”

春节前夕，天气寒冷，但在杰克
控股集团临海厂区的制造车间内，记
者仍看到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杰
克控股集团临海厂区总经理车建波
脸上洋溢着微笑，他说，近年来，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与政府的支持与帮助
有脱不开的关系。

“我内心里非常感激政府，政府
实实在在替我办了一件好事。”车建
波告诉记者，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厂
区内其中一块地的房产证迟迟办理
不了。去年，在政府的协调下，该事

终于得以落实。“政府多次召集谈话，
我们提出了问题，由政府出面组织协
调，这件事情终于在去年10月份尘
埃落定了。”

对企业的帮助，即是对企业家最
大的支持。近年来，我市主动践行

“妈妈式”服务理念，通过提供全天
候、全流程、全方位的贴心服务，强化
企业发展要素保障，着力解决企业

“发展难”“融资难”“维权难”等问
题。通过建立规上企业“一企一档”
问题清单、建立企业维权服务中心、
设立“一站式”人才服务专窗等系列
举措，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助力民
营企业的发展。

我市还着力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加强对企业负担情况的动态监
测，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行“互
联网+政务服务”，增强政务服务透明
度，营造亲商的环境；通过完善沟通
机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规范政商
交往行为等途径，廓清政商界线；凝
聚各方力量，加强公职人员“八小时
以外”监督，净化社交圈、生活圈。
深化源头治理，协助非公有制企业建
立内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在行业协
会、商会中设立法律援助、廉政风险
防控志愿服务站；协助企业梳理排查
廉政风险点，制定切实可行的防范措
施，制定企业员工廉洁从业行为规
范，与重点、敏感岗位员工签订廉洁
自律责任状或承诺书。在引导广大
企业负责人加强自我教育的同时，还
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对涉及权钱交
易、为官不为等问题线索，优先办理、
严肃查处，并建立纪实制度。

服务暖风吹 助力加速跑
——我市关心关爱企业家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李 欣 蒋超颖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新年的钟声尚未飘远，纷至沓来
的脚步声已然响起。2月10日，临海
商人大会隆重举行，200多名临海籍
优秀企业家代表汇聚一堂，叙乡情，
话未来。

大会开始前，记者在现场看到，
有些与会人贴身交谈，有些与会者忙
着合影留念，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轻松的笑意。

“年年变，年年新。临海发展得
真是越来越好了。高楼多了，道路清
了，政府服务更是让人感到心头热。
我们回乡发展的底气更足了，脚步也
更快了。”宁波临海商会副会长、汇康
油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荣浩的一
席话，引得周边几名企业家纷纷附

和。他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参加商人
大会的第三个年头，会上既有老朋
友，也有新面孔。这里是共叙乡情的
平台，更是信息交流互换的大舞台。

下午3时，大会正式开始。随着
台上项目签约仪式顺利完成，台下掌
声雷鸣。本次大会签约项目共有10
个，总投资103.3亿元，涉及商贸、产
业园、医药、化工化纤、物流、养老健
康等领域。新年新成绩，这无疑又在
我市经济发展进程中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回报家乡是我们每一个外出临
海人都应该做的事。市委、市政府诚
意满满，我也必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推动两地产业互动发展，让杜桥眼镜
的品牌更响亮。”新疆东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严鲜彩走下签约台后，
仍然难掩激动心情。他说，40年前
他北上创业，如今公司总部设在新疆
乌鲁木齐，发展稳定，但是家乡与时
俱进的发展理念、优渥的营商软环境
以及自己心底对故土深深的眷念都
促使他踏上了回乡建设的路途。经
过一年多的对接、跟踪，项目终于签
约落地，对于接下来杜桥眼镜国际城
的打造他早已蓄势待发。

一场大会，亮点纷呈。为临海经
济建设添砖加瓦的除了乡贤企业还
有外资集团。市招商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新加坡丰树集团是全球实
力雄厚的优秀外资企业之一。头门
港经济开发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
产业与空间优势吸引了该集团高层

的目光。此次，该集团与我市签约投
资20亿元，将在开发区内打造一个
全新的产业园区。这为今后我市引
进更多强劲的外资企业入驻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做
好签约企业后续安家落户的相关工
作，以“妈妈式服务”传递政府关怀，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齐肩并进，共
书华章。

细雨蒙蒙，浇不灭建设家乡的
高涨热情；镜头定格，记录下这充
满纪念意义的时刻。数十年前，为
了更好的生活，许多人陆续离乡；
岁月走过，那些外出的脚步调转了
方向，带着满满的收获，迫不及待
地奔赴临海这片故土，要将美好生
活植入其中。

将美好生活植入故土
——临海商人大会侧记

□本报记者 金晓欣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2月
10日，临海商人大会隆重召开。
作为临海商人大会重要组成部
分，临海市商会工作部署会于当
天上午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
部长卢才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领导蒋定森、林先掌出席会议。
副市长陈先东主持会议。

卢才超说，市工商联系统、
各基层商会、各异地临海商会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上级
历次重要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政治建设，始终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以“四好
商会”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商会
建设水平。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党
建促会建，将党建工作始终贯穿于

“四好商会”建设全过程。要务实
创新、因地制宜创特色品牌。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导民营企
业积极参与“三大攻坚战”和对口
扶贫协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
身当地和家乡社会光彩公益事业。

卢才超说，要切实加强工作
领导，狠抓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再
创新佳绩。市委统战部、市工商
联要发挥联通党委、政府和商会
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好民
营企业与地方党委、政府沟通交
流的合作平台。同时，要进一步
做好信息宣传工作，提高基层商
会及会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
与影响力。要争先进位，抓好工
作落实，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
阶，为高质量“建设活力品质幸福
临海”作出更大的新贡献。

会上，市工商联主席章卡鹏作
了工作部署，古城、大洋、沿江、上海、
深圳5家商会代表作了经验交流。

我市召开
商会工作部署会

非遗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