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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叶静）近日，
市市场监管局接到辖区内一家企
业的负责人来电，对方希望能对
行政处罚进行信用修复。市市场
监管局依据《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规定，立即核实该企业失信情况，
在明确该企业符合行政处罚提前
信用修复条件后，该局工作人员立
刻通过远程电话连线企业负责人，
告知其需要准备的电子佐证材料
清单，并指导其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线上申报。

“线上信用修复机制真方便，
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申报后
两个工作日内，该企业负责人就
通过线上流程完成了企业信用修
复，“零跑腿”解了燃眉之急，该企
业也成为了台州市首家通过线上
系统完成行政处罚信用修复的企
业。

受疫情影响，我市一些市场
主体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资金周转遇难，面临“失信”危
机。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简
化工作流程，提升广大市场主体
的满意度、获得感，我市实现了企
业信用修复全程网上办理。现在
企业只需通过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浙江），点击“企业
信息填报”中的《信用修复》栏，选
择对应要修复的事项，提交修复
申请，再根据提示下载相关资料
模板填写并上传材料，就可以足
不出户完成修复工作。

给失信企业开通信用修复通
道，绝不是为违法者逃避惩罚、洗
白记录“开后门”。信用修复是有
前提、有程序、有限度的失信整改
过程。相关规定出台以来，我市
市场监管局进行多渠道宣传，发
布行政处罚线上修复教程，提高
企业主动纠正违法失信行为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从而推动建立市
场主体诚实守信的长效机制。

我市实现企业信用修复“零跑腿”

做大村级集体经济“蛋糕”，带
动农户增收致富，是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绕不开的重要话题，也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我
市一直将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
为一件大事来抓，持续加大扶持力
度，推进输血型扶持与造血型帮扶
相结合，强化内生动力的激活和发
展潜力的实现，同时不断创新各种
发展模式，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共同
富裕，全面振兴临海乡村。

强化国资赋能 助力强村富民
村强则民富。2018年，全市19

个镇（街道）分别注册成立了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协会，下辖所有行政村
为协会会员。由镇（街道）集体经济
发展协会代表全市628个行政村与
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强村公司，即临海市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1000万元。章程约定国资控股，全
额让利，不参与利润分配，支持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通过市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全市集体经济
薄弱村，在大田街道方家弄村的小
微企业园区(臻城创业园)进行抱团
联建标准厂房3.13万㎡(年租金收
入可望在600万元以上）。

臻城创业园抱团物业项目分2
期，共投资1.03亿元。为切实解决
该项目建设资金问题，我市出台消
薄实施方案，明确加大财政扶持力
度，对各薄弱村创建物业项目投资
额在50万元以上的，给予一次性
奖励30万元。同时委托市城投集
团负责项目建设及日常运行管理，
租金收入交由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公司进行结算分配，参与抱团联建
的薄弱村按股享受利润分红，每村
可获分红收益 3 万元以上。“我们
希望通过农村综合集成改革，提
高农村资源利用率，变乡村资源为
资产、资金为股金、村民为股民，共
同开发产业项目，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全力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和
农民增收。”市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到2022年底，我市将
全面消除142个相对薄弱村，全市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增速达到当年
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年
总收入100万元、经营性收入50万
元以上的村达40%以上，圆满完成
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目标。到2025年底，全市年经营
性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将达50%

以上。

实现自主“造血”逐梦共同富裕
提高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市“三
农”工作的落脚点。近年来，我市通
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
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
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市场化均衡配
置，加快对农村产业的培育，增强村
集体“造血”功能，不断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带动农民收入“水涨船高”。

为进一步打破各集体经济薄弱
村“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提高政
策、资金、土地等资源要素的综合配
置效率，今年，我市继续积极推进国
资参与、片区组团、村级持股“飞地”
共富项目，首批重点打造沿江、西部
白水洋、括苍、永丰、河头4镇“飞地
抱团”共富产业园项目。其中沿江
镇“抱团联建”共同富裕创业创新园
项目，总投资约7000万元（市社发
集团控股），12个村抱团参股（其中
相对薄弱村6个）；永丰镇“共同富
裕”产业示范基地项目，总投资约2
亿元（市社发集团控股），西部4镇
57个相对薄弱村全部参股，计划今
年建成。

奔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壮大村

集体经济，最终是为了让农民有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今年，我
市在河头镇率先成立全省首个镇级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并计划在全
市 19 个镇（街）全面推广。以镇
（街）经联社联合各村持股方式，与
共富工坊有效对接，通过“政府+企
业+村集体+农户”的运作模式，开展
业务经营，所得收益由经联社按各
村股份进行分配，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到2022年，全市低收入农户
实现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
10%，且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
低于一万元。到2025年，实现全市
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5000元以上，且低收入农户家庭人
均年收入达到24000元以上。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是新发展阶段浙江的重大历
史机遇和重大政治任务。在全省共
同富裕的跑道上，我市通过创新营
收模式，激活发展潜力，推动强强联
合、以强带弱，联合带动全市各村一
起加快发展，确保共同富裕路上‘一
个也不掉队’，努力为全省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

‘临海经验’。”市消除集体经济薄弱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村民变股民村民变股民 同走共富路同走共富路
——我市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陈胡萍

6月20日上午，市公安局杜桥派出所联合杜桥镇禁毒办、杜桥初心志
愿服务队，开展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活动
现场，宣传人员将印有“拒毒、防毒”字样的宣传安全帽发放给群众，以
方便大家在日常使用安全帽时，记得远离毒品、拥抱健康生活。 叶明銮摄

本报讯 （记者钱梦华）6月21
日，尤溪镇政府举办了“尤溪镇第十
三届乡村文化旅游节暨‘尤溪有戏’
生活季”新闻发布会，发布尤溪镇第
十三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的相关内
容。

记者了解到，尤溪镇第十三届
乡村文化旅游节将于6月25日至26
日举办，以“尤溪有戏”为主题，分为

开幕式和分项活动两个部分，通过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面展现尤溪
风貌。

在开幕式上，尤溪镇政府将发
布 2022 年度旅游宣传片《尤溪有
戏》、“尤溪嘻嘻K”旅游路线，并举
行“尤溪有戏”文旅业态项目带头人
授旗仪式、尤嘻嘻旅游志愿服务队
成立仪式等活动。

分项活动主要集中在尤溪老街
举行。届时，老街将设置传统庙会
区、青年市集区和九大碗主题长街宴
饮食区。传统庙会区将有民谣弹唱、
尤溪特色食品等活动；九大碗主题长
街宴饮食区将展示九大碗宴的盛
况。此外，尤溪镇政府将尤溪最美、
最有特色的点位进行串联，定制了

“串游尤溪老街”路线，供游客串游。

尤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强
说：“尤溪镇乡村文化旅游节已经连
续成功举办了十二届，成效显著，现
已成为我市一个有名的文化旅游品
牌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第十三
届乡村文化旅游节，繁荣尤溪文化
旅游事业，发展尤溪商贸旅游产业，
将尤溪打造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
乡村旅游小镇典范。”

尤溪镇即将举办第十三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与健康同伴，就是与幸福同
行。不久前，我市第二十七个全民
健 身 月 启 动 。 健 身 热 潮 席 卷 古
城，全民运动成了热门话题。拥
有强健的体魄，是所有事业开展
的基础。将全民健康当作发展的
大事来抓，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健
身需求，这是发展的必然，也是时
代的呼唤。

用好家门口的“健身房”，让全
民健身“热”起来。要充分调动群众
健身的积极性，完善公共健身场所
是题中要义。经过多年的努力，我
们可喜地发现“百姓健身房”的身影
在不断增加。建好是基础，用好才
是关键。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对健身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当前许多“百姓健身房”遭遇

“冷板凳”的重要原因就是设施过于
单一，无法满足群众多层次的健身
需求。让全民健身“热”起来，既要

构建更高层次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延深，推
动全面健身公共服务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推动健身场地设施向群众所
需精准推送。

健身不必“等一等”，随时都能
“动一动”。全民健身不能只是“一
阵风”，要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动
作。近期，刘耕宏的毽子操直播风
靡网络，带动了众多网友加入到了
居家健身的行列中来。这也为全民
健身提供了新思路。当前，正处于

信息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健身从线
下走向了“云端”。借助新科技手段
的东风，运动不必拘泥于特定的场
地，也不用等待固定的时机。只要
树立健身意识，按照科学的指导方
法，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健身模
式”。

无论是多层次的健身需求，还
是多样化的健身形式，折射出的都
是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重视，对生活
品质的追求。“躺平”不如“动起来”，
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奔跑吧！

以全民健身奔向美好明天
□金晓欣

本报讯 （记者陈胡萍 通讯
员郑若阳）近日，记者从市建设局获
悉，2022年度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创建名单已公布，我市小芝镇南胡
村（岙胡自然村）、东塍镇康西村（岭
头胡自然村）、汇溪镇山安村（安坑
自然村）3个村成功入选。

近年来，南胡村通过土地流转，
引入绿色种植业，依托美丽乡村、美
丽庭院建设，大力发展特色农场经
济。此外，还与周边特色村联动打造
优质乡村旅游路线，带动村域经济、
绿色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岙胡自然
村各项配套设施较完善，村内建有文

化礼堂、公共厕所、垃圾收集点，种植
着樱花、猕猴桃、柑橘、枇杷、火龙果、
樱桃、红心柚、茶叶等经济作物，基本
实现村内道路硬化、亮化，已完成电
力线路改造工程、排污工程。

康西村岭头胡自然村位于东塍
镇东部丘陵，是当地古民居保存最
完好的村庄之一。该自然村整体建
筑风貌保持了清末至民国初期的建
筑特征，建筑依山就势而建，与自然
环境和谐统一，浑然天成，建筑格调
独具魅力。

山安村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曾
获“台州市文明村”“临海市先进基

层党组织”等荣誉。安坑自然村内
古建筑大木作结构特色鲜明，装饰
木雕丰富，雕刻精湛，具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村落历史文化与秀丽自然
风光交相辉映，构成安坑自然村富
有特色的景观风貌。

据介绍，自2012年开展首批省
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以来，我市
大力推行“政府引导、村级配合、规
划统筹、协同推进”的建设模式，整
合资源、优化布局，加快推动形成具
有地域特色、生态特色和人文特色
的农村风貌。到目前，全市已成功
创建省级以上美丽宜居示范村18

个，建设项目完工等待验收的有2
个，正在开展创建的有6个。

市建设局村镇建设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创
建理念，结合前期的成功创建经验，
不断加强项目统筹、指导服务和长
效管理，推动各创建村找差距、补短
板、抓落实，立足村庄基础条件和资
源禀赋，深入挖掘、培育村庄特色，
以“拆违、拆危、拆旧”和“绿化、洁
化、美化”项目为抓手，有效提升我
市农村人居环境，引导广大村民共
建共享幸福家园，不断丰富“美丽宜
居”内涵。

我市3个村入选2022年度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名单

本报讯 （记者杨颖）6月22日，2022年“创青
春”浙江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我市正式启动，团省
委副书记周苏红、省委网信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等
主办单位相关处室负责人，团台州市委书记陈永兵，
临海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荣世，临海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赵长江，临海市政协副主席郭燕飞等
出席活动。近 30 万人次在线上同步观看活动现
场直播。

周苏红在活动现场发表讲话。她表示，多年来，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和合作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创青春”大赛为参赛的青年、项目和团队搭建
了展示交流、创业培训、咨询辅导、资本对接的平
台。今年正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希望广大青年能够从无到有，敢做开拓者；以小践
大，勇做实践者；由点及面，争做引领者。希望广大
青年能够借助“创青春”这个平台，实学实干、勇于创
新，以青春之我，成就青春中国。

陈荣世致欢迎辞。他说，我市始终坚持“创新强
市”“人才强市”发展战略，人才创业创新的环境不断
完善，“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理念愈发深厚。我市诚
挚欢迎广大青年选择临海、落户临海；由衷希望本地
青年以本次大赛为契机，进一步开阔视野，增进青年
共识、扩大区域合作；真诚期待古老府城与活力青春
的碰撞融合，迸发出新的火花，为临海高质量建设

“历史名城、制造强市、共富高地”提供青春力量和人
才支撑。

记者了解到，2022年“创青春”浙江省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围绕“四大赛道”“一赛一营”“千名创客”等
关键词展开，聚焦科技创新、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和
社会企业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浙江户籍或在浙
江创业发展的青年参与赛事。赛事期间，同步举办
创新创业交流营，组织开展创业沙盘模拟、青年组织
骨干培训、企业对接会、青春舞台等系列活动。赛事
将大力推动“浙里青创派”平台建设，构建“赛事选
才-精准培育-成果落地”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推动创
业青年、青创项目和资本形成良性“生态圈”，实现优
质项目与刚需企业精准高效对接，破解从青年创业
到产品落地的转化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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