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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征迁范围内最
后一栋房屋的拆除，位于江南
街道小溪村的国际医药小镇
配套道路一期工程征迁工作
全面完成,为下阶段项目建设
打下了良好基础。

丁卉灵摄

杭绍台铁路过境东塍镇 8 公
里，涉及7个行政村，需征收主线红
线内土地250亩，拆迁庙西、双宅两
村房屋208户391间，共计面积12.6
万平方米。至今年3月，因“拆后不
能及时建房、拆迁补偿标准和过渡
房费”等问题，群众思想上有所抵
触，造成红线内评估、拆迁推进速度
滞后于全市。

“东塍决不能成为铁路建设的
‘堵点’。任务虽是荆棘载途，我们
定能负重致远！”3月15日，在东塍
镇杭绍台铁路攻坚动员大会上，该
镇党委书记李光明的动员讲话掷地
有声。

动员会后，东塍镇坚持党建引
领，群众思想工作先行，政策解读宣
传到户，安置用地征用跟进，征迁政
策标准透明，解决民生问题真切，有
效破解了群众抱团抵触的难点，短
短45天，红线内评估、拆迁工作全
面完成，实现了杭绍台铁路无障碍
施工。“是拆迁群众的理解支持、镇
村干部的担当有为，成就了这个项

目进度从‘蜗牛’蜕变为
‘快马’。”李光明说。

团队攻坚 干部到户
东塍镇成立以党委书

记和镇长为组长的铁路拆
迁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同
时抽调8名领导班子成员

和35名机关干部，成立攻坚团队，
分为 2 个攻坚小组，实施“领导包
干、团队攻坚、干部到户”的脱岗攻
坚工作机制，并在庙西、双宅两个重
点村组建拆迁安置指挥部，集中办
公，挂图作战。指挥部根据时间进
度要求，以日为单位，排出工作任
务，压实工作责任。实行一日一通
报、一日一会商制度，掌握工作动
态，收集存在问题，加强分析研判，
守牢政策底线、工作底线和时间底
线。突出抓好拆迁安置中党员干部
户、重点户和乡贤、社会人士的思想
工作，建立一户一档。号召公职人
员、企业法人、党员干部带头，全面
推进拆迁安置工作；查处打击幕后
操纵阻挠者，加快转变重点拆迁户
的思想。

面对征地拆迁工作社会关注度
高的现实背景，东塍镇党委、镇政府
严格按照“一把尺子量到底、一个政
策执行到底、一个标准补偿到底”

“三个一”的总要求，以依法依规、按

政策征地拆迁为攻坚团队队员的行
为准则，征地拆迁的每一个环节都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全力保障群
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许多群众从不
理解到理解，从抵触到信服，并转化
为支持征地拆迁和铁路建设的一份
子。

众志成城 勇于担当
“今天拆了5户，大家辛苦啦！”

“同志们，今天双宅比我们多拆了两
户，明天要加油啊！”征地拆迁期间，
双宅、庙西村的攻坚小组微信群里
每天都会发布即时“战况”，并且两
个攻坚小组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

“竞赛”关系：如果当天哪组的拆迁
速度落后了，第二天就一定要追
上。在这样你追我赶的氛围中，两
个小组的队员们都时刻紧绷神经，
没有丝毫懈怠。工作中，双宅村攻
坚队员汤新明，其妻子患病需要立
即住院手术，可适逢征地拆迁工作
最“吃紧”的关头，汤新明嘱咐其家
人代为照顾妻子后，愣是全身心投
入到工作中，从未请过假。范卫晓
是庙西村攻坚队员，有一次家里孩
子发烧了，可是她却无暇照顾。隔
天孩子退烧后，在电话里和她说：

“妈妈，你放心工作吧，我的病好
了。”听着电话那头孩子有点沙哑的
声音，范卫晓不禁流下了泪水，心里

既感动又内疚。
征地拆迁工作刚刚突破之初，

就遇到了困难。双宅村在评估进场
前，部分群众出现了抢装修的现象
（在房间内增加衣柜等物件），引发
了其他未评估群众的盲目跟从。在
统一叫停的通知发出后，拆迁群众
对装修认定和装修叫停反响较为强
烈，影响了后续签约和腾空。

（下转第2版）

45天，看一个项目的蜕变赶超
——东塍镇杭绍台铁路征地拆迁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胡萍

本报讯 （记者张微煦）立足新
时代、担当新使命、主动新作为。昨
日下午，市第十六次妇女代表大会隆
重开幕，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
线的妇女代表，肩负全市妇女的重
托，共谋未来5年临海妇女事业发展
蓝图。临海市委书记梅式苗出席会
议并讲话。台州市妇联主席王跃军
到会祝贺。我市领导王丹、朱坚国、
蔡建军、邱蓉、黄山河、董金喜、
胡新民、卢小春、姚文强、许黎野、
周李俐等出席会议。

梅式苗代表中共临海市委、市
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向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全
体代表及全市广大妇女和妇女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梅式苗说，过去的5年，是临海
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
活持续改善的5年，也是我市妇女
事业与时俱进、蓬勃发展、成效显
著的5年。5年来，全市广大妇女

“巾帼不让须眉”，积极投身于临海
改革发展，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
勇挑重担、锐意进取、敬业奉献，用

智慧和汗水诠释了自尊、自信、自
立、自强的新时代女性精神。全市
各级妇联组织紧紧围绕发展大局，
按照“党政所需、妇女所急、妇联所
能”的工作定位，把握时代脉搏，贴
近妇女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在思
想政治引领、激励创业创新、维护
妇女儿童权益、涵育家庭文明、强
化自身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全市妇女事业
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实践
证明，临海广大妇女不愧是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半边天”，各级妇联
组织不愧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得
力助手和坚强阵地。

梅式苗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决胜期，也是临海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市十四届三
次党代会提出以现代化湾区建设统
领“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和“新时
代美丽临海建设”的部署，明确了

“改革开放再出发，接力奋进谱新
篇，高质量建设活力品质幸福临海”
的奋斗目标，聚力改革，主攻湾区，
厚积动能，奋勇争先。面对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全市广大妇女和各
级妇联组织要牢记使命、凝心聚力、
与时俱进，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
临海改革发展各项事业中，用勤劳
和智慧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为高质量
建设活力品质幸福临海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梅式苗强调，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妇女工
作，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和
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妇女工作的地位作用、发展道路、
目标任务和根本要求，为新时代妇
女事业和妇联工作创新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各级妇联组织要坚
定信念，履职尽责，当好妇女思想
的引领者，当好服务发展的实践
者，当好自身建设的奋进者，进一
步开创妇女工作新格局。广大妇
女要始终牢记“临海发展我有责
任，奋勇争先我赶在前，实干担当
我有作为”，自觉把个人追求和社
会价值联系起来，把自身发展和临
海发展联系起来，在推动高质量发

展、促进社会和谐、素质能力提升
上有新作为，进一步展现新时代女
性新风采。全市上下要合力支持，
齐心共建，组织领导要更加有力，
措施保障要更加完善，氛围营造要
更加深厚，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
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
好局面，进一步推进妇女事业新发
展，促进妇女事业和全市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会上，王跃军代表台州市妇联
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群众团体
代表致贺词。

市妇联主席黄曼影代表市妇联
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作题为《建功
新时代，奋进谱新篇，为高质量建设
活力品质幸福临海贡献巾帼力量》
的工作报告。

开幕式前，与会妇女代表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共享
祖国荣光的美好，团结引领广大妇
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紧紧围
绕市委决策部署，争做高素质女性，
为高质量建设活力品质幸福临海努
力奋斗，以更加优异成绩向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献礼。

市第十六次妇女代表大会开幕

●5月13日，四川省松潘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
应强一行22人来我市学习交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
黄山河及纪委班子成员、相关室主任参加交流活动。

考察团通过“实地考察”“面对面交流”相结合的形式，与市纪
委监委展开深入交流，并在行政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
上，黄山河向考察团介绍了我市纪委监委的基本情况和特色亮点
工作。

王应强一行希望通过此次考察交流能够学习临海先进的工作
理念和工作方法，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松潘县的纪检监察工作成
效。 （汪 洋）

本报讯 （记者金晓欣）昨日
上午，市委副书记蔡建军带队对
我市海上安全攻坚战、伏休成果
保卫战、幼鱼资源保护战“三战”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市级有
关部门、镇（街道）相关负责人陪
同检查。

蔡建军一行先后视察了头门
港与东矶二级渔港，详细了解了
当地渔船伏休、渔业生产等情况，
并乘坐“33316”渔政船进行了海
上巡航。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蔡建军对当前所取得的阶段性成
果表示肯定。蔡建军指出，“三
战”的号角已经吹响，各相关部门
要各司其职，严阵以待, 全力打
好2019年“三战”行动。要进一

步完善休渔期渔船管理体系与巡
查体系，形成闭环管理。制度出
台后要狠抓落实，始终保持打击
违法者的高压态势。

蔡建军强调，要全面升级卫
星定位系统，加强渔船管制，保持
动态实时反馈，降低海上作业安
全风险。要定期深入开展渔船安
全教育培训，提高船员安全意识
与实操能力，下大力气解决“人证
不符”问题。要加强堵疏结合，充
分发挥头门港、红脚岩渔港、东矶
岛、田岙岛、雀儿岙岛的“两港三
岛”区位优势，积极发展现代休闲
观光渔业，推进海洋捕捞渔民减
船转产，全力打造国家级渔港经
济区。

市领导检查“三战”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李萍娟）艺术
的盛会，老百姓的节日。首届台
州府城公共艺术节将于明日强势
来袭，用公共艺术探寻古城新未
来。

活动期间，在兴善门广场、瓮
城、千佛井、大鼓亭、巾山广场……
古城古街将全天候被参与性极强
的艺术作品和表演激活，“变身”
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大型户
外艺术广场。通过艺术城墙健康
跑、公共空间演出等活动，表演、
音乐、舞蹈、新杂艺、默剧、木偶和
其他艺术形式将走出剧院和工
坊，结合不同时间、场域、参与者
的多样呈现，走进台州府城，在广
场、街角、公园等地为市民免费展
示。

活动中，艺术节组委会对艺
术活动设计囊括了白天和晚上的

“路线”。不论是办公室白领还是
热衷夜间派对的市民，都能在各
自穿行古街的同时参与活动，尽
可能地让最广泛的市民参与其
中，共享艺术带给人们的灵感和
创意。

除了预定的节目安排，部分
艺术展演不限定时间和展示地
点，只有当市民偶然撞见时才能
一饱眼福，给艺术节平添了不少
趣味性。不过想提前预知的市民
也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台州府城公

共艺术节，进入页面可以了解特
定时间段的展演节目。

记者从市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了解到，此次活动由国内
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空间表演艺
术演出及技术执行提供商——
上海勿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
上海中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
合策划承办。活动集结了法国、
西班牙、瑞士和国内公共艺术及
相关领域的最全阵容，以公共艺
术激活城市厚积的文脉基因，用
实验性重组文化艺术资源，推进
我市“文旅融合”精品的打造与
创新，提升临海文化旅游知名度
和国际影响力，促进文旅产业规
模化发展。

“临海需要公共艺术注入，首
届公共艺术节实现了让艺术走近
人民，真切地提升千年府城人文
生活的幸福感，让人们了解艺术、
了解城市的历史和人文。”据悉，
除了日常表演剧目之外，本次艺
术节还会迎来重头戏——学术板
块：高峰论坛、讲座、工作坊。届
时将邀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媒
体人，从各个角度探讨艺术与中
国及公共空间的命题，这将有助
于听众朋友更进一步发现艺术的
奥妙。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5 月 19
日。

首届台州府城公共艺术节
即将启幕

要闻简报要闻简报◆

临海发展临海发展 我有责任我有责任
奋勇争先奋勇争先 我赶在前我赶在前
实干担当实干担当 我有作为我有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