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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言
据报道，近日沈阳交警以“未

保持机动车号牌完整与清晰”为

由对相关车辆车主罚款，引发关

注。沈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回

应称，民警作出的“未保持机动

车号牌清晰”行政处罚，存在事

实认定不准确、处罚不当的问

题，已向当事人诚恳道歉并依法

撤销处罚决定。

开展机动车涉牌违法专项整

治，对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

以逃避处罚的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十分必要，但前提是事实清楚、于

法有据，让权力在相关法律法规

框架内运行，否则就有损执法严

肃性。面对社会质疑，沈阳交警

部门的迅速纠错、态度诚恳，值得

肯定，但由此反映出的执法认定

不准、处罚不当的问题，却值得反

思，并引以为戒。

处罚不当有损
执法严肃性

本报讯（记者 黄允祺）日

前，苍南台商小镇旅游总体规划

评审会召开，听取总体规划编制

单位杭州智诚旅游设计规划有

限公司的方案汇报。与会专家

就台商特色小镇总体规划的可

行性和总体规划布局进行研讨

分析，原则性通过该方案。

“台商小镇”坐落于县城东

面，占地 2.7 平方公里，是以“创

意工业”为特色，“台湾风情”为

内涵，“生态低碳”为目标，“市

场需求”为导向，集工业旅游、

湿地观光、文化体验、城郊休闲、

商务会议、养生养老、休闲度假

等功能为一体的国家 AAA 级

景区，并配套集“小镇介绍、商

务服务、信息咨询、产品展示、

休憩交流”等功能为一体的小

镇客厅。目标是把台商小镇旅

游业培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和

社会全面发展的优势产业、美

丽城镇建设的特色产业、生态

文明建设的先导产业、富民惠

民的民生产业，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最终将台商小镇建设成为特征

鲜明、总体功能完备、服务要素

齐全、现代服务业活跃、主客共

享的独具台湾风情体验的工业

旅游小镇。

台商小镇规划以一心两翼

一带五功能区为空间布局，以台

商小镇综合行政、办公、商务、服

务功能于一体的城镇综合服务

中心，再根据基地内部产业结构

形成的经济增长极，分为北部工

业旅游发展翼和南部台湾风情

休闲翼，沿着自然水系廊道形成

的滨水休闲体验带，按功能区块

划分台湾风情文化体验区、台湾

风情休闲度假区、创意工业体验

区、高新产业制造区、湿地公园

休闲区。目前，土地农转用已获

省国土部门审批，并有序推进重

点项目地块的招拍挂工作；创客

街区、台湾青年创业园、金桂小

区、海西电商创业园、台湾产业

园、小镇道路网工程等重点项目

建设有序推进；小镇客厅和特色

街区项目 100%完成拆迁，进入

大建设阶段。

浓缩台湾风情 主打光电产业

台商小镇旅游总规通过评审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 通讯

员 郑恩鹏）新年伊始，县农商行

交出了一份“丰收成绩单”。记

者日前从该行了解到，截至 2 月

8 日，该行存贷规模突破 450 亿

元，达 454.69 亿元。其中各项存

款 余 额 达 264.65 亿 元 ，新 增

25.31 亿 元 ；各 项 贷 款 余 额 达

190.04 亿元，新增 4.77 亿元，创

下了历史新高，实现了今年首月

“开门红”。

这一里程碑意义的突破，是

对县农商行 60 余载扎根三农、

服务三农的回报，也显示了广大

客户对该行综合服务能力的信

任和褒奖。多年来，县农商行始

终坚持“服务三农、支持小微”为

核心定位，以打造区域性“最贴

心的银行”为奋斗目标，扎实推

进普惠金融及小额金融，持续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服务

质效，以金融为纽带全力助推我

县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行已

支持农户近12万户，涉农贷款投

放近 154 亿元，支持小微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2万户，金额43亿元，

直接带动了40多万人生产就业，

多增加收入近40亿元。

县农商行存贷
规模突破450亿

日前，县供销社放心产品下乡服务队在桥墩镇松桥西街开展为期三天的农副产品展示展销

活动。此次展销产品涵盖地方土特产、海鲜干货、参茸滋补品、日用品等，正值新春佳节，物美价

廉的商品吸引了不少群众前去购买，增添了年味。 （叶长如/摄）

展销年货

本报讯（市监）近日，浙江质

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公布第三批

“浙江制造”品牌培育试点县（市、

区）名单，我县成功入选。

“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培育

作为质量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

推动苍南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

手。此次成功列入品牌培育试点

县，意味着我县“浙江制造”品牌

建设将迎来新契机。下一步，我

县将以此为发力点，发挥好政府

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

力实施“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培

育工程、“品字标浙江制造”标准

引领工程和“品字标浙江制造”人

才培养工程，坚持创新和质量双

轮驱动，加强先进标准供给，推动

企业对照先进管理标准不断自评

改进，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实现

制造业“强筋健骨”。

苍南荣列浙江
制造“优等生”
铸就竞争新优势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直各单位：
根据《苍南县“垃圾革命”专项行动考核办法》（苍委办〔2018〕2号），县“垃圾革命”专项行动考核组于1月25日至31日期间，对全县19个乡镇分工贸型、生态型两大类进行了首月考核，本月

考核重点围绕清运任务、保洁质量、“四项保障”机制等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暗访、明查，通过复查、复评、联评等综合评定得出考评结果，现经县“垃圾革命”领导小组审定，通报如下：

关于全县“垃圾革命”专项行动1月考核结果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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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明 摄影报道

春节临近，各种当地的特色小吃又开始闪亮登场，炒米是很
有特色的小吃，炒米以糯米为主要材料，烹饪的做法挂霜为主，
口味属于甜味。炒米颗粒均匀，状如蜂蛹、软硬适中、香甜酥脆。

炒米的做法历史悠久，在制作过程中也能感受到这些特色
美食的魅力。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米
花糖逐年减少，因为这种制作工艺复杂。现在用简易的方法把
爆出米花体积大，粳米可代替糯米，但没有传统炒米那种干香酥
脆的独特风味。20世纪 80年代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每年
春节前，一些个体户都仿照传统工艺，制作大批炒米投放市场。
目前，我县的金乡、矾山、桥墩、赤溪、芦浦等地都有炒米作坊。
炒米因“香、绵、酥、脆”之故仍受人民喜爱，春节期间带着炒米作
为伴手礼走亲访友延续到现在。

①

③

④

①②芝麻、花生拌

合米花。

③大米在高温的

锅里与砂炒制后成发

泡爆米花。

④麦芽糖熬制火

候最为讲究，这是关

键，要控制好，熬老了，

熬嫩了，做出来的炒米

糖都不好吃。

⑤把炒好的米花，

快速倒进热糖锅里，使

劲地搅拌均匀，做成拌

米花的饴糖。

⑥定型，倒在木头

模子里，快速地用擀面

杖将它铺平压实。

⑦切块，在半热不

冷、半干不稀的时候，

迅速拿掉模子，将炒米

切片。

炒米制作流程为：
③→①→②→④
→⑤→⑥→⑦

⑦⑦

⑥⑥

苍南糕点品种繁多，有炒米糖、
状元糕、面茶糕、面芙蓉、糖金杏、芝
麻巧（巧食）、油炮枣等上百种。它融
合了福建、广东、浙南三地食风和本
地民众的饮食习惯，是地道的本地民
间风味。苍南传统糕点以面粉或米
粉、糖、油脂、蛋等为主要原料，配以
各种辅料、馅料和调味料，初制成型，
再经蒸、烤、炸、炒等方式加工制成。
糕点制作从原料半成品到成品需经
十几道工序，工艺上讲究揉、煎、鏊、
炒等功夫，它选料精良，配方独特，制
作考究，工艺复杂、味形俱佳。苍南
糕点是温州小吃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县内糕点店较多，一年四季都有
生产适合时令的传统糕点，种类繁
多，口感极佳，远销省内外。苍南糕
点制作技艺被列为苍南县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②②

⑤⑤

工贸型
乡镇

矾山镇

桥墩镇

金乡镇

赤溪镇

钱库镇

藻溪镇

马站镇

灵溪镇

龙港镇

宜山镇

望里镇

末位社区
灵溪镇对务社区、龙港镇白沙社区、钱库镇仙居社区

末位村居

灵溪镇对务社区上垟庄村、龙港镇舥艚社区七一村、藻溪镇繁枝社区下应村、宜山镇陈家寺村、
钱库镇仙居社区湖广店村、望里镇南北岙村、金乡镇老城社区珠照垟村

苍南县“垃圾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2月13日

得分
79分

78.5分

77.2分

76.9分

76.2分

75.6分

75.5分

75.2分

75分

74分

68.6分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生态型
乡镇

莒溪镇

大渔镇

沿浦镇

岱岭乡

凤阳乡

南宋镇

霞关镇

炎亭镇

末位村居

霞关镇长沙村、炎亭镇崇家岙村、大渔镇大岙心村

得分
81.9分

81.8分

81.6分

81.3分

80.5分

80.1分

78.8分

77.6分

名次
1
2
3
4
5
6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