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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颖 通讯员王
娜娜）近日，来自台州学院的35名在
校大学生在网络创业培训班顺利结
业。这次培训活动是市人力社保局
联合市金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开展
的台州市首个网络创业培训活动。

培训期内，培训讲师围绕网络
创业及直播经济的发展、创业项目
的选择与分析、直播的运营与实施
等方面进行授课，将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让参加培训的学员更好地理
解和吸收知识。学员们认真听讲，
互相学习，积极参与实践，表现出了
极大的学习热情。

学员丁心怡曾经营一家网店，
然而因为缺乏运营经验，只能将网
店暂且搁置。“授课老师以当下最热
门的淘宝、抖音平台为例，对账号运
营管理，视短频拍摄、剪辑，直播间
运营推广优化等进行了重点讲解。

参加这次培训后，我全面提升了网
店设计、运营、推广等技能，对未来
更好创业充满信心。”丁心怡说。其
他学员也纷纷表示，通过学习，收获
颇丰，超出预期。

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小班互
助、“互联网+创业培训”“线上+线
下”等模式进行教学。

为帮助学员更好了解我市就业
创业环境，培训期间，市人社局就业

服务中心业务负责人现场解读了我
市有关就业吸纳补贴、创业担保贷
款、创业场地租金补贴等政策。

“随着网络经济和电子商务的
快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创业模
式。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培训，促进
更多人就业、创业，帮助更多的创业
者获得成功，同时为地方产业发展
培养更多急需人才。”市人社局副局
长卢娅红说。

台州市首个网络创业培训班在我市结业

本报讯 （记者方华）近日，大
洋三小（崇文学校）工程通过土建中
间结构验收，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和
室外工程阶段，预计2023年初完成
竣工验收。

在工程建设现场，记者看到，西
面车库的楼顶，一个面积约一万平
米的运动场正在加紧建设中。大型
塔吊将一筐筐回填土运送至楼顶，
用于操场的铺装。在操场西面的楼
房内，工人们正在用加气块和实心
砖砌筑隔墙，用混凝土浇筑窗台压
顶梁。还有几名工人正在粉刷室内
天花板。

大洋三小（崇文学校）工程是
台州市重点工程项目，位于中梁
悦荣府东侧、大洋路北侧地块。

该工程预计总投资 3.79 亿元，总
用地面积约 4.99 万平方米，总建
筑面积约4.11万平方米。工程建
设内容包括行政综合楼、教学楼、
食堂及艺体馆、地面车库及配套
用房等。建成后，大洋三小（崇文
学校）将设 48 个班，可容纳学生
2160名。

自2020年12月开工建设以来，
市社发集团紧盯关键节点，倒排工
期，细化任务，开足马力，抢抓进度。

“大洋三小（崇文学校）建成后，
将有效缓解周边适龄孩子的就学
压力，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教育
资源配置，促进全市教育和谐健康
发展。”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对记
者说。

大洋三小（崇文学校）工程进入室内装修阶段

本报讯 （记者金露妮）为确
保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网络安全
和设施安全，营造安全稳定有序
的广播电视播出环境，保障各项
重大活动的直播、转播万无一失，
6月23日上午，市新闻传媒集团
组织开展了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和
网络安全模拟实战演练。市委宣
传部、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市
文广旅体局等部门专业人员应邀
到现场观摩指导。

本次演练共设置了4项应急
处置环节，模拟了市新闻传媒集
团大楼某处发生火灾、播出机房
节目编单出现异常、APP平台出

现舆情、发现非法信号接入等突
发事件。演练开展得紧张有序，
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反应迅速，
配合默契、处置得当。

“我们希望通过演练，让各
个部门的联动更加高效，比如
在电视播出过程中出现故障、
非法插播等突发情况，能第一
时间合力处置，同时，促使各个
岗位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安
全意识，严格落实安全责任，提
升安全操作能力，以最佳的状态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市
新闻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裁
林泯均说。

强化安全意识 守牢安全防线
市新闻传媒集团开展广播电视

安全播出和网络安全模拟实战演练

眼下正值蓝莓的成熟季，白水
洋镇黄坦洋村300多亩蓝莓树缀满
鲜嫩饱满的果实，蓝莓果不仅味道
香甜，还让当地村民尝到了增收致
富的甜头。白水洋“蓝莓经济”党
建联盟牵头规划产业发展，通过合
作社联合产销、产业基地联合种植
等形式，鼓励农户扩大种植面积，
辐射带动黄坦片农户共同致富。

产业兴则乡村兴，我市充分发
挥党建联盟致富带富作用，以产业
为核心，统筹整合共富帮扶团、共
富工坊、党员直播室等资源，构建

“跨村共享、抱团共进、组团共富”
的片区化党建矩阵。截至目前，分
类组建片区化党建联盟 91 个，覆
盖带动行政村628个。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项目作为第三批全国农村
综合改革标准化试点项目已顺利
验收。

振兴特色产业
谋实“致富项目”

江南街道联合6个粮食产销龙
头村党组织，组建“稻米飘香”党建
联盟，围绕年糕、大米面等粮食深

加工产业，串珠成链，打造集生态
种植、农副产品加工、销售、品牌营
销为一体的全产业链，促进农村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通过品牌差异运营，江南街道
逐步形成农产品特色品牌，“振华
大米”“三姓年糕”远销省外，“向阳
年糕”占本地市场销售额60%。一
季度农产品实现月销售额 225 万
元，辐射带动周边100余户农户增
收。

“今年引进高质量早稻新品
种，向培种育苗‘延链’，错开台风
季，产量有望增长60%以上。”江南
街道小溪村党总支书记黄斌说，通
过租用等方式统筹各村土地资源，
统一水稻种植技术，稳定年产水稻
近 4290 吨，盘活各村闲置土地
3100余亩。

我市坚持“一盟一特色”，涌现
出邵家渡街道“红莓飘香”党建联
盟深耕草莓产业链，东塍镇“流光
溢彩”党建联盟助力当地彩灯产业
提质跃升，永丰镇小水果产业党建
联盟引进葡萄优质品种，走精品水
果发展路线……各联盟因地制宜，

建立星级争创干事清单，组建“共
富帮扶团”，依托农村指导员、第一
书记、新乡贤、农创客等人脉资源，
出点子，给力量，提信心。实施“星
火计划”争创活动，开设“一季一展
播专栏”，营造“比学赶超、共富争
先”的良好氛围。

依托“共富工坊”
架起“带富桥梁”

今年，河头镇“共富工坊”党建
联盟充分利用组织资源，联合成立

“河头镇农合联合作经营有限公
司”，掌握柑橘、葡萄、茶叶、大石垂
面等共富工坊农产品议价主动权，
协助上湾村共富工坊对接涌泉龙头
企业，签订收购协议，每斤柑橘价格
增加2元，每户可增加近万元收入。

“我们还充分发挥头雁作用，
选拔镇年轻党员干部与村级党员
致富带头人成立共富工坊建设团
队，走访调研，共收集企业、村集
体、村民参与意向298条。”河头镇
党委书记林宇说，同时用好“共同
富裕基金”，高标准建设“党员议事
堂”，就共富工坊建设事项开展协

商，及时处理共富工坊建设中遇到
的问题，推进共富工坊建成落地。

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党支部
带动作用，我市推动企业党组织与
设有“共富工坊”的村党组织结对
建立“共富工坊村企党建联盟”，形
成“企业出单—联盟送单—工坊接
单—村民做单”的全链条生产模
式，实现“村民收入更稳定、企业用
工更灵活”的双赢互利目标。同
时，与银行党建结对共建，深化“银
企互动”，为“共富工坊”注入金融
活水。

实施“飞地抱团”
打造“助富引擎”

杜桥镇以党建联盟为基础，推
行“多村联合、异地发展”新思路。
今年6月，龙南特色农业党建联盟
内南溪等 3 村，联合岙底陈村、金
张村成立水库移民共同富裕联合
体，与杜桥宝龙广场开发商签署商
铺购置协议并达成租赁共识。从
明年1月开始，5个水库移民村可
实现租金年收入140多万元。

（下转第2版）

党建联盟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党建联盟激活乡村共富新动能
——我市构建“跨村共享、抱团共进、组团共富”的片区化党建矩阵纪事

□本报特约记者 谢 蕾

本报讯 （记者叶静）近日，为了提高我市居民的
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创造健康的
生活环境，市卫健局、市健康办、市妇联、市红十字会联
合举办了我市首届健康家庭大奖赛。比赛分为家庭风
采展示、健康体质测试、健康技能演示、健康知识竞赛
四个部分。在紧张而欢乐的氛围中，16支来自各镇（街
道）的健康家庭队伍展开角逐。

在健康技能演示环节，参赛家庭进行了心肺复苏
项目比赛，裁判根据参赛选手调整体位、打开气道、判
断呼吸、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急救手法的规范程
度，为他们现场打分；在健康体质测试环节，参赛家庭
成员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10米/
50米折返跑……

来自白水洋的参赛选手胡小珍说：“通过这次健康
大赛，我学到了很多急救、饮食、健身方面的新知识。
这样的比赛很有意义，我回去后，会向周边的朋友宣传
这些知识。”

比分出来后，在健康技能比赛环节获得第一名的
大洋街道家庭代表为现场和直播平台的观众们演示了
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操作展示。他的动作规范娴熟，
受到现场评委（红十字会救护师）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随后举行的健康知识竞赛中，参赛家庭成员们围
绕“应急救护基本知识、全民健身指南”等内容，展开了
热烈的抢答和挑战。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们举办健康家庭大奖
赛的目的，主要是把健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家庭。今
后，我们还会举办这样的大奖赛，希望更多的家庭参
与。”市卫健局党委委员、市健康办副主任唐宇明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
导向，通过多部门联动，多形式推动，多载体撬动，全力
构建“大健康”发展格局，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在临海落
地生根。截至去年底，全市共有健康促进医院6家，创
建率达百分百；健康促进学校 139 所，创建率达
97.89%；健康促进机关43家，健康企业（规上企业）22
家，健康社区（村）214个，健康家庭9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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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参赛选手在进行心肺复苏项目比赛。 叶 静摄

党建好声音党建好声音

本报讯 （记者谢希 通讯员
闫宏昊）为进一步强化属地管理，筑
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市
市场监管局以桃渚镇为试点，依托

“浙江外卖在线”数字化监管平台，
以“智联、智管、智治”为工作目标，
率先构建台州首个乡镇智慧餐饮监
管体系。

该局联合桃渚镇组建了智慧餐
饮管理小组，建立“浙江外卖在线”

小程序监管群及“明厨亮灶”工作交
流群，强化“属地管理”和“动态监
管”双效能体系，形成监管合力。桃
渚市场监管所根据“浙江外卖在线”
小程序上报情况进行网络排摸，食
安办、网格员对问题经营户第一时
间上门指导，保障经营户落实“索证
索票”“餐具消毒”“外卖封签”等基
础工作。

截至目前，该辖区已实现上

线“阳光厨房”设备安装全覆盖，
“浙江外卖在线”小程序月上报率
及异常问题处置率均达到 100%，
对辖区 3 家未落实外卖封签商家
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对 2 家违
规经营冷食类食品商家立案处
理。

智慧餐饮管理小组相关负责人
表示，他们将不断强化后期治理及
宣传工作，向热食类、烧烤夜宵类、

烘焙类、奶茶类等外卖商户开展《浙
江省电子商务条例》中“阳光厨房”

“外卖封签”有关政策的针对性解
读，并要求相关经营户根据规定，
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同时，对
外卖餐饮经营者订单、种类、评价
等数据进行分析，向广大经营户
共享巡查中发现的常见问题及查
处案件情况，提升餐饮经营单位责
任意识。

智联 智管 智治

我市建立乡镇智慧餐饮监管体系

图为正在建设中的大洋三小（崇文学校）。 方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