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渊记者 赵阳冤6月 23日-24日袁省检查组来我区

检查验收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区创建工作遥 副区长周斌

出席汇报会遥

6月 23日下午袁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洪家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检测室尧万济池菜场尧上洋屠宰场尧椒江民丰农资店尧陈

宅家庭农场和粮食生产功能区绿色示范基地袁检查了我区农
产品的日常检测尧销售经营尧农资管理尧品牌建设尧追溯体系

建设尧畜牧屠宰安全尧标准化生产等工作遥
在 6月 24日上午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袁省检查组听取了

我区关于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区创建工作的汇报遥 省检

查组充分肯定了我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放心区创建工作遥

希望我区能够一如既往地重视袁坚持问题导向袁进一步加强农

产品监管尧追溯体系建设袁完善创新机制袁努力开创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的新局面袁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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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epaper.routeryun.com/jrjj

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机关报

椒江区新闻中心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JINRIJIAOJIANG

椒江新闻网：www.jjnews.gov.cn

阴主编 徐纪报 阴责任编辑 王海红 阴版式 王 慧 阴新闻热线 88830196 阴投稿邮箱 jjxwzx@163.net

2017年6月26日 星期一

第2487期 今日4版

丁酉年六月初三 十四小暑

本报讯渊记者 王卫君冤6月 23日上

午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国平率队视察
我区社区矫正工作遥 王国平强调袁要在

严格监管上下功夫袁积极探索创新工作
方式方法袁从更高水平上推进社区矫正

工作遥 区委常委尧常务副区长王智承袁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尚权尧 缪信权尧黎

明尧蒋国平尧邬美荣参加视察遥

王国平一行先后来到洪家司法所尧

区社区矫正中心和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监
管指挥中心袁实地参观社区矫正中心的

报到尧宣告尧训诫尧教育尧心理咨询尧劳动
帮教等场所袁了解我区社区矫正野一中心

两基地三平台冶创新型一体化教育管控

模式等特色工作遥 随后听取我区社区矫

正工作汇报遥

我区自 2008年 5月开展社区矫正
工作以来袁积极创新建成野一中心两基地

三平台冶模式袁集合监管尧教育和帮扶平
台袁 提高社区矫正管理工作效率和监管

服务质量遥开展立规矩袁制作行为规范视

频曰抓教育袁建设在线学习网络曰优管理袁

搭建野云呼叫冶平台曰提效率袁开发野E签

到冶系统曰控风险袁推进缉控信息共享等袁

全力建设椒江社区矫正工作 野互联
网+冶遥 多年来袁平均接收社区服刑人员

1100余人,平均在册 650余人袁无社区服
刑人员脱管尧漏管现象袁无重大恶性重新

犯罪发生袁有力保障了我区平安建设遥

王国平高度肯定了我区社区矫正工

作遥他强调袁相关职能部门要继续加大社

区矫正工作力度和规范化建设袁 从更高
水平上推进社区矫正工作遥 要在严格监

管上下功夫袁 做好防脱管尧 漏管工作袁
确保服刑人员不再重新犯罪遥 要切实提

高思想认识袁 探索创新工作方式方法袁

让社区矫正工作入脑入心遥 要继续完善

社区矫正帮扶帮教机制袁 将帮扶帮教细

化到网格化管理中袁 促使政府机构尧 社

会组织尧 村居 渊社区冤 帮扶力量一体
化袁 实现政策到位尧 安置到位尧 救助到

位遥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袁 加大
联动袁 积极发挥社区尧 基层作用袁 开展

有效互动袁 共同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向纵

深发展遥

王国平在视察社区矫正工作时强调

积极探索创新 从更高水平上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寅冤 6月 21日-22

日期间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又带领有关部
门负责人登上大陈岛袁访民生尧看进度尧

谋发展尧送慰问袁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内袁
连续踏看各旅游景区的建设情况和基础

设施的改善情况袁 为老垦荒队员及新时

代的野垦荒者冶送去慰问和关怀袁勉励他

们继续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 野现

代化的大陈尧小康的大陈冶作出贡献遥 区

领导陶智炳尧孙尚权尧缪信权陪同调研及

慰问遥

期间袁陈挺晨一行实地踏看了大陈
岛游客集散中心尧下大陈部分景区尧上大

陈部分景区等旅游景点及配套设施曰实
地踏看了菜市场尧下大陈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尧大陈岛自来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遥

陈挺晨指出袁大陈岛旅游开发袁必须结合

现代人群的出行习惯和偏好袁加强景点

的亲水尧亲山尧亲历史性袁充分挖掘大陈

岛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袁 增强旅游的

互动性和趣味性袁 从而产生更大的吸引
力遥 大陈岛的基础设施建设袁必须系统尧

协调袁 尤其要加强旅游景点的卫生设施
和消防设施建设袁 确保岛民和游客的生

命财产安全袁切实提升舒适度遥

6月 21日晚袁陈挺晨一行在大陈岛

青少年宫召开工作汇报会遥会上袁大陈镇

汇报了近期工作重点袁 相关部门对大陈

岛下一步的开发建设提出了建议袁 并表

态全力支持大陈岛的开发建设工作遥 陈

挺晨在认真听取汇报和交流后指出袁前
一阶段袁 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和大陈

镇政府为大陈的开发建设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遥虽然岛上工作条件艰苦袁但每一位

干部都本着 野工匠精神冶和充足的干劲袁

使大陈岛的面貌焕然一新遥

陈挺晨指出袁 大陈岛开发建设必须

紧紧围绕习总书记 野两个大陈冶 的要

求袁 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大陈

岛遥 要充分认识到大陈岛的资源优势袁
其政治地位之高尧 垦荒精神之碑尧 自然

资源之美尧 历史文化之厚尧 两岸乡情之
渊袁 都使大陈岛站在新的发展起点遥 同

时袁 大陈岛开发建设过程中也要正视其

发展短板袁 要集中精力补齐岛上交通短

板尧 进一步规范规划尧 充分挖掘旅游资

源尧 大力弘扬青垦文化尧 不断加快建设

进度遥

陈挺晨强调袁 大陈岛开发建设必须

紧紧围绕 野现代化的大陈尧 小康的大
陈冶 这一建设目标袁 紧紧围绕市五届一

次党代会提出的 野三区三基地冶 的战略
定位袁 做到以旅游为主导袁 全面引爆旅

游热潮曰 以红色为基因袁 全面打造红色

旅游胜地曰 以惠民为根本袁 全面提升岛

民收入水平曰 以安全为基础袁 全面创建

平安街道 渊镇冤遥 渊下转 B版冤

陈挺晨在大陈调研时指出

全力推进野两个大陈冶建设

本报讯 渊记者 林琦冤 6 月 23日上

午袁 市调研组来我区调研旧城改造尧 城
中村改造工作遥 区委常委尧 常务副区长

王智承陪同遥
当天上午袁 市调研组首先来到金色

兰庭南侧区块袁 该区块占地约 48亩袁 目

前已是净地遥 随后袁 调研组又踏看江滨
公园西进 A区块和小井新村环凤凰山地

块遥 根据安排袁 江滨公园西进 A区块将
和 野一江两岸冶 统一规划袁 小井新村环

凤凰山地块规划方案还在细化中遥

调研组强调袁 旧城改造尧 城中村改
造工作是一项民心工程袁 事关老百姓的

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遥 在工作中袁 要以
长远的眼光来审视和谋划发展袁 把握城

市定位尧 空间优化尧 城市功能等要素袁
把握重要的区域和节点袁 精准精细精致

做好城市设计袁 确保旧城改造尧 城中村

改造工作顺利推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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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陈胡南冤离洪家场浦排

涝调蓄工程渊三甲段冤月底实现无障碍施工
的目标袁只有一周时间不到袁征迁工作做得

怎么样了钥 还存在哪些困难钥 6月 24日上

午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本月第三次来到三甲

街道现场办公袁协调解决工程推进的难题遥

副区长葛寒敏参加遥

洪家场浦排涝调蓄工程是省级重点工

程袁 涉及三甲街道 12个村袁 其中楼里尧明

亮尧同利尧解家尧三塘等 5个村需拆迁房屋遥
今年 6月 8日袁市委书记王昌荣在督查该工

程时要求袁 三甲街道要在 6月底前拆除工
程涉及到的所有建筑物袁确保无障碍施工遥

围绕这一目标袁三甲街道挂图作战尧倒排时

间袁 街道机关干部尧 村干部充分发扬不怕

苦尧不怕累的精神袁日夜走村入户袁耐心做

村民的征迁动员工作遥 三甲街道自 6月 19

日启动决胜洪家场浦突击战签约活动以
来袁截至 6月 24日上午袁共完成涉河应签任

务总数的 95%遥

针对三甲街道目前在征迁过程中存在

的资金尧 土地指标尧 政策解释等方面的困

难袁 陈挺晨当场商请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主要领导袁 并协调工程指挥部尧 财政尧

国土等部门相关负责人给以答复遥 陈挺晨
充分肯定了三甲街道机关干部们在征迁过

程中所展现出的工作作风和干劲遥 他指

出袁 围绕实现 6月底无障碍施工的这一目

标袁 三甲街道机关干部尧 村干部心往一处

想袁 劲往一处使袁 工作有方法尧 有智慧袁

打出了 野椒江铁军冶 的战力和韧劲袁 是
野椒江铁军冶 的一支 野王牌军冶遥 要总结尧

提炼三甲街道征迁工作经验袁 并加以推广
学习袁 助推全区的重点工程和重点工作遥

陈挺晨强调袁 把注意力聚焦到当前工程的
关键节点袁 要与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同

心同德尧 全力以赴袁 确保洪家场浦在本月

底前实现无障碍施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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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李琴 实习记者 周

朦朦冤 6 月 23 日下午 4 时袁 在全市
野四小车冶 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后袁 我区

迅速行动袁 立即召开 野四小车冶 整治

推进会袁 全面部署工作任务袁 誓要拔

下全市 野四小车冶 整治头筹袁 为提升

城市形象袁 助力文明创建贡献主城区

的铁军力量遥 区委副书记包顺富袁 区
委常委尧 公安局长朱怀宏袁 区委常委尧

常务副区长王智承袁 副区长马厉财出
席遥

野耶四小车爷 整治百般之难袁 但必须

拿下遥冶 包顺富在会上要求袁 要紧扣排
摸尧 宣传尧 政策尧 处置尧 帮扶尧 保障和

责任落实几大关键词袁充分考虑工作的

复杂性和艰难性袁对照时间节点袁上下协

调尧联合作战袁圆满完成整治工作遥 要全

面排摸车辆尧车主等情况袁做到底数清尧

情况明曰要统筹宣传袁充分运用报纸尧电
视尧微信等各种宣传渠道袁全面宣传尧重

点宣传袁宣传到村尧宣传到户尧宣传到人袁
形成声势曰要在关键环节的解释说明上

下苦功夫袁进村入户做好政策解释工作袁

关口前移袁主动向野四小车冶车主说明退
运政策袁赢得民心遥

包顺富强调袁 要严格执法袁 集中力

量袁 严厉打击非法营运和销售尧 改装车

辆的行为袁 坚持依法打击曰 要准确掌握

车主利益诉求袁 在推荐就业等方面给予

帮扶曰 要准确把握时间节点袁 在人尧
财尧 物等各方面做好保障工作曰 要全面

落实 野五包一帮冶 责任袁 层层抓落实袁
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袁 确保责任到人遥

我区第一时间部署整治工作
上下协调 联合作战 打赢 野四小车冶 整治攻坚战

由区委宣传部尧 区委老干部局尧 区文联等联合举办的

野喜迎十九大要要要椒江区 耶翰墨歌盛世袁 夕阳无限好爷 老年

书画作品展冶袁 6月 23日上午在区文化馆开幕遥 120幅从椒

江枫山书画协会及全区各街道老年书画爱好者中遴选出来的

书画艺术精品袁 主题鲜明尧 意境深邃袁 展示了老同志们为建

设美丽新台州再作贡献的美好愿望袁 也是献给党的十九大的
一份厚礼遥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本报讯渊记者 王卫君冤昨天袁一场特殊的面试在全区各街

道渊镇冤开展遥参加面试的人员先拿着手机飞快地按规定操作袁

随后进行以野邻里琐事冶为内容的面试遥当天袁全区专职网格员

面试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袁424个野家门口冶的岗位将一一填
满遥

当天上午 9时袁海门街道会议室袁38位参加面试的人员早
早地准备到位袁面试题目一发下袁他们纷纷按照题目要求在手

机上进行操作遥 野今天的面试分两个环节袁一是参加面试人员
按照题目要求进行智能手机操作袁二是对网格事务进行处理遥

我们都是按照全区统一规定进行公开尧公正地招考袁希望招到

热爱农村工作袁有经验尧高素质的专职网格员遥 冶海门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雷加强介绍袁经过前期的筛选尧推荐和统一考试袁该

街道有 38位报考人员进入面试袁角逐 25个网格员岗位遥

30分钟不到袁面试人员纷纷完成智能手机操作遥 34岁的甘
萍来自海门街道赞扬村袁她熟练地完成了手机环节的操作遥 她

在企业做过统计袁也做过文员袁平时有空就参加村里组织的活
动袁这次由村里推荐参加专职网格员考试遥 说起网格员的工作

她也是头头是道遥她说院野在村里工作挺好的袁离家近袁大家又熟

悉袁可以进行自我监督遥 我也希望自己能为家乡作点贡献遥 冶

同一时间袁 在洪家街道参加面试的人员也在角逐该街道

专职网格员的岗位遥 洪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欢氢说院野专职

网格员是平安建设的主力军袁 是党委政府在基层的 耶千里
眼爷尧 耶顺风耳爷袁 专职网格员队伍的建设将进一步提高社会

管理水平遥冶 渊下转 B版冤

424个野家门口冶的工作虚位以待
我区公开招聘专职网格员袁1092人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