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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 勇 通讯
员 马斌斌）挖掘机挥动着铁臂伸向
房梁，猛力向后一拉，瓦片木条随即
掉落，扬起一片尘埃；拆除房屋后，挖
掘机沿线扫荡地上植物，一棵棵大小
不一的树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被铁
臂拉倒在地……8月16日上午，东官
河综合整治工程永裕河段施工现场
一派忙碌景象，十余位工作人员奋战
一线，抢抓工期，为工程顺利进场开
挖河道展开施工作业面。

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永裕河
段是台州市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
黄岩城郊段工程的子项目，包括护
岸工程、河道拓浚、桥梁工程、沿河
道截污纳管工程、河道生态工程等
五大内容。工程实施完成后，新开
挖出的永裕河长约 1.2公里，宽约
50米，主要流经东城街道双浦村，
是东官河排入永宁江的主通道，是
具有相对富裕改造空间的河段，也
是沿河布置带状湿地的理想场所。

“全力以赴，抢抓工期。正常施工

情况下，预计 6个月内完成工程项
目。”东城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大汐介
绍，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永裕河段工
程建设意义重大，新开挖的永裕河形
成后不仅能分担东官河行洪压力，提
高城区防洪排涝能力，而且能增加断
面过流流量，加大河网纳污容量，提
升水体自净能力，有助于黄岩城区水
环境改善。

截至当天下午 5时，东城街道
已完成双浦村土地清表10余亩，预
计3日内清表完毕。清表后，该标段
施工队将马上安排施工人员进场
开挖河道，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东官
河综合整治工程永裕河段的建设。

8月 15日下午，记者在东城街道红四村看到，
红四二期套式安置房工程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据介绍，该项目由 15栋高层住宅楼组成，预计
今年 11月底主体可全部封顶，2018年 9月至 10月
整个工程可竣工交房。

本报记者 王佳阳 见习记者 许炀姿 摄

本报讯（记者 喻杨博） 8月 16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建勋带领区教
育局、区国土资源分局、台州规划局黄
岩分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视察校网布
局工作。副区长屠荣彪陪同视察。

陈建勋一行首先来到院桥镇高
洋村。根据规划，该村将划出部分地
块用于建设集幼儿园、小学、初中为

一体的学校。学校建成后将带动当地
的第三产业和周边经济发展。在现场
详细了解了相关情况后，陈建勋指
出，区规划、国土等部门要互相协调，
进一步细化、完善设计方案，注重项
目选址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确
保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随后，陈建勋一行来到锦江小

学，实地查看了该校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在了解到该校学生存在就餐难的
情况后，陈建勋指出，学生食品安全
问题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学校
的稳定发展，相关部门要通力合作，
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学生就餐
难题；各相关单位要重视和支持教育
事业发展，打造优质的教学环境。

视察中，陈建勋指出，推进教育等
民生重点项目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
事关黄岩发展大计，各相关部门要密
切配合、统一协调，切实保障工程项目
顺利推进；要进行统筹谋划，科学合理
优化校网布局；要不断加大对教育等
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抓好各项民生
事业，提升我区公共服务短板。

区领导视察校网布局工作

红四二期套式安置房
顺利推进

本报讯（记者 何 鹏） 8月 16日上午，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徐淼带领区委办、区财政
地税局、区住建局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来
到开发区（高铁新区）管委会走访调研，就新
整合的开发区（高铁新区）存在哪些方面的问
题以及近阶段工作进展中的亮点进行“把脉
问诊”。区委常委管江志参加调研。

今年上半年，原黄岩经济开发区、高铁
新区建设指挥部、东区建设指挥部合并成
立开发区（高铁新区）管委会。整合过程
中，该管委会坚持“工作不停、队伍不乱、
人心不散”的原则，以“精准、高效”为目
标，稳步推进三个单位整合重组，狠抓重
点区块、重点项目建设，目前各项工作有
序推进。但与此同时，还处于磨合阶段的
管委会也存在体制机制、人员管理、投融
资等方面的系列问题。

调研中，开发区（高铁新区）管委会主要
负责人围绕机构整合、重点项目推进、存在问
题及建议三个方面对当前工作作了详实的汇
报。徐淼时而仔细聆听，听到重点立刻在笔记
本上记下要点；时而锁眉苦思，对于汇报中提
到的可以当场解决的问题，第一时间交办相
关单位落实。

徐淼说，三家单位整合形成新的开发区
（高铁新区）管委会，在磨合期存在问题很正
常，整合后的管委会要正确认识问题、面对问
题，把问题转化为压力，把压力转化成战斗
力，充分挖掘潜力，站在新起点，翻篇归零，轻
装上阵，主动担当，把决心下到底，全力以赴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

此次调研，“主体意识”是书记口中的
高频词。针对下阶段如何“破难”，徐淼强
调，围绕当前形势，要树立主体意识，开发
区（高铁新区）管委会是一个整体，每位成
员都要有“统”的思维，努力保持原来的各
项工作不断档，紧扣中心工作，把工作做
实、做好；强化担当，主动出击做工作，梳理
出来的问题需要由区级层面解决，提出一
个比较完整、系统的方案上报，机构内部可
以解决的问题，要敢于作为，积极主动协调
解决，不等、不靠、不观望；过去不好的工作
模式、落后的观点思想要摒弃，结合职能整
合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充分调研，以改革
为抓手，快速提出对策，为各项工作迅速推
进提供支撑。

徐淼要求，管委会要打造一支精干高
效的干部队伍，队伍思想要统一到抓发展、
抓项目上来，要创新机制，引入新的考核办
法，为黄岩铁军培养、锻炼、发展一批优秀
干部；要做好“减法”，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提振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提高做事的
主动性，合力攻坚。各级各部门要多关注管
委会的发展，主动对接，帮忙寻找一些问题
的解决方案，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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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丽娜） 8 月
16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建
勋来到台州（黄岩）人力资源产业
园、模塑工业设计基地开展督查。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龚维灿参
加。

台州（黄岩）人力资源产业园是
台州首家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规
划面积2万平方米，目前建成面积为
1.2万平方米，包括企业办公区、人力

资源市场、公共服务区。目前，园区已
有 25家省内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入
驻，服务内容涵盖人才派遣、人事代
理、人才招聘、中高端猎头等，初步形
成了相对完整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链。

陈建勋一行参观了园区内多家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陈建勋指出，人
才是企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资源，
要结合实际，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
驻，充分发挥园区的集聚效应，努力
让其成为我区企业购买人力资源服
务的首选之地，为地区经济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随后，陈建勋一行走进模塑工业
设计基地。该基地是浙江省 2012年
首批重点推进建设的 12个省级特色
工业设计示范基地之一，以联化科技
老厂房改造修缮的方式进行整体建

设。工程建设分三期推进，建成后，基
地整体办公区域面积将超过 5万平
方米，可为我区各中小企业提供工业
产品开发设计、数据验证、3D打印和
人才培训等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陈建勋对基地的建设予以充分
肯定，并勉励模塑工业设计基地用好
创业创新法宝，拓展功能，更好地服
务我区相关产业，激发内生动力，助
力我区实现裂变跨越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丽娜） 8月 16
日，我区接到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交办的投诉信访件，反映朱砂街两
侧有十几家餐饮店的油烟未经处理
排放，餐饮废水污染周边河流；旗隆
万豪酒店在靠近玫瑰湾小区西侧的
裙楼上安装了空调冷却设备，产生的
噪声影响居民生活。

信访件引起了区委、区政府的高

度重视。当天，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建
勋，副区长谢焕赴朱砂街、旗隆万豪
酒店现场督办相关案件。

经有关部门核查，朱砂街餐饮店
除个别不产生油烟的早餐店外均已
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南面餐饮店污水
全部纳入市政污水总管；北面餐饮店
的污水已进行统一收集，但施工单位
在施工过程中错接污水管，导致污水

排入新西河内。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
在第一时间落实整改，组织施工人员
重新安装错接的污水管。

针对市民反映的旗隆万豪酒店
空调冷却设备存在噪声问题，酒店
方将立即委托专业机构出台方案，
落实整改，整改期间，酒店方关停
了部分冷却塔机组并降低运行频
率，按照 3 台 40 赫兹运行，确保噪

声不扰民。
陈建勋指出，要以问题为导向，

举一反三，强化监督检查、跟踪问效
和考核问责，确保环境监管不留死
角，环境执法从严从实；要以此次中
央环保督察为契机，进一步落实环境
保护主体责任，建立长效机制，构建
齐抓共管的环保工作格局，全面提升
我区居民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何 鹏） 8月16日
下午，市委书记王昌荣来我区督查城
建新四大攻坚项目，实地踏看了东路
区块、天长路旧城改建项目现场。市、
区领导叶海燕、徐淼、程进、张加波、
张锐敏、周凌翔、蔡理明参加督查。

当天下午，王昌荣一行首先来到
东路区块，他仔细询问了项目的进
展、面临的问题、村民的安置补偿方
式以及下阶段该区块的开发利用情
况。东路区块位于天元路以北，金带
路以东，复元东路以南，区位优势明
显，周边商业氛围浓厚，但在老房子
没有彻底拆除之前，是一个“脏、乱、
差”的城中村。新一届区委、区政府高
度关注该区块的改造，市委常委、区
委书记徐淼更是对东路区块改造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东路区块打造
成台州市城中村改造样板”。

东路改造区块最大的亮点还在
于地上公园与地下空间的完美结合，
综合考虑“游憩、景观、生态”三大元
素，努力打造集休闲、娱乐、亲水为一
体的综合性城市开放沿江公园；同时
设计下沉式广场，将商业步行街引入
地下一层，兼顾采光、通风与绿化，与
上部商业连为一体，使得公园绿地更
加立体，商业空间更加舒适。该区块
还将在地下二层设置停车场，缓解周
边停车难问题，提供老城区稀缺的大
面积地下公共停车空间，最大程度发
挥和利用土地资源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认真听取完介绍后，王昌荣说，

黄岩今年城建力度很大，全区上下
善于攻重点，勇于破难点，城市面
貌不断改善。尤其是东路区块拆后
重建，高起点、高品质，规划眼光超
前，设计理念新颖，体现了绿色、人
文、宜居的理念，很值得其他县市
区学习借鉴。

随后，王昌荣一行又来到天长路
旧城改建现场。天长路区块位于老城
区中心地段，是典型的城市棚户区。
这个区块里居住的群众年龄结构偏
老、建于上世纪的房子偏老、排水排
污等基础设施滞后，消防安全隐患十
分突出，改建势在必行。今年年初，天
长路区块旧城改建项目在停滞了十
余年之后，破冰启航。项目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力度向前推进，短短 42

天，涉及的七个地块中六个地块的签
约率达到 100%，2206 户中签约了
2205户。5月 29日上午，最后一户也
签订了协议，至此，该区块的总签约
率达100%。目前，该区块的七个地块
中，A地块已基本腾房，并完成房屋
拆除；一号、三号地块也已进入房屋
拆除阶段。

在现场看到大型机械如火如荼
地进行拆除作业，王昌荣对黄岩大手
笔推进城建项目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黄岩主动作为，以务实高效的行
动践行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
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
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努
力破解城建难题，努力提升城市形
象，很值得点赞。

王昌荣来我区督查城建新四大攻坚项目

陈建勋督办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

我区督查台州（黄岩）人力资源产业园和
模塑工业设计基地项目

东官河综合整治工程
永裕河段启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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