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所眼镜小微企业创业园位于前所街道椒北快速路南

侧尧经二路西侧袁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0幢标准厂房和 1幢综

合科创办公楼袁总建筑面积约 9.6万平方米遥项目计划总投资

约 2.49亿元袁完工时间为 2018年 12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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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陈胡南 通讯员

丁成勇 何玲巧冤今天的投入就是明
天的产出尧后天的发展遥 昨天上午袁

全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暨光电

产业园二期开工仪式在我区举行袁

这是自去年初全省开展集中开工活

动以来袁 我区首次承办全市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遥 我区共有 13 个尧
总投资 68.5 亿元的项目参与集中开

工遥 王昌荣尧张兵尧陈伟义尧吴海平尧
陈挺晨尧杨玲玲尧王国平尧严灵章尧包

顺富等市尧 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活

动遥

今年以来袁 我区深入开展扩大

有效投资攻坚年活动袁拉高标杆尧奋

力争先尧大抓项目尧抓大项目遥 围绕

创新发展尧产业转型尧基础设施等 6

大领域袁精选出 13 个重大项目参加
此次集中开工活动袁 项目数居全市

第一遥 13 个项目总投资 68.5 亿元袁

年度计划投资 16.2 亿元遥 今年袁我

区参加省集中开工 2 次袁 市集中开
工 3 次袁 共 45 个重大项目参加袁合

计总投资 265.9 亿袁 年度计划投资

98.9 亿袁无论是项目数尧总投资尧年

度计划投资均大大超过去年同期袁

其中项目数增长了 125% 袁 总投资

增长了 87.4%袁 年度计划投资增长
了 424.7%遥

张兵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今年
以来我市扩大有效投资所取得的成

绩袁并代表市委尧市政府向所有为项

目开工作出不懈努力的广大干部职

工尧各界人士袁以及奋战在施工一线

的工程建设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

高的敬意遥 他说袁台州要实现裂变扩

张尧赶超发展袁必须牢牢抓住重大项

目这个野牛鼻子冶袁在有效投资上持续
发力遥 今年袁全市已有 394 个项目集

中开工袁总投资达 3520亿元遥 这些重

大项目袁事关台州发展新动能袁事关

转型加速度袁要干字当头袁紧紧盯牢袁
抓实抓好袁进一步掀起野抓大项目促

大发展冶的热潮遥 希望全市上下以本

次集中开工活动为契机袁以非常之力

抓项目袁重谋划尧比储备袁重效益尧比

质量袁重落地尧比进度袁重环境尧比服

务袁干出台州力度和台州速度袁确保
完成有效投资目标任务袁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遥
区委书记陈挺晨说袁 我区将以

此次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袁 继续保

持昂扬精神袁抓项目尧兴产业尧扩投

资袁 争当台州裂变赶超发展的排头

兵和先锋军袁 为台州跻身全省经济

总量第二方阵贡献椒江力量浴

水晶光电二期项目开工后袁 我区

还分别举行了太和山隧道工程和前所
眼镜小微企业创业园项目的开工仪

式遥

我区首次承办全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13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68.5亿元
阴本报记者 赵 阳

随着绿色尧低碳尧环保的理念日益深入袁

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越来越多袁 尤其是

公共自行车的出现袁 更让许多老百姓放弃私

家车袁用骑行来践行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遥 今

天袁世界野无车日冶袁我们再来了解下我区公共

自行车的发展历程遥
公共自行车自 2010 年开始在市区投入

使用以来袁通过不断的增加便民网点尧不断设
计改进自行车的易骑程度尧 不断完善公共自

行车系统建设袁 越发深受广大市民喜爱遥 目
前袁 椒江主城区和开发区已经拥有公共自行

车数量 14000辆袁分布网点近 400个遥 在主城

区袁公共自行车已经能做到每 500米内袁就能

找到网点遥 我市也成为继杭州之后全省第二

个大规模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城市遥

市民从一开始的偶尔尝试袁到经常使用袁
再到如今的上下班首选袁 借车量正在不断扩

大遥 从 2010年至今袁每年的公共自行车借车
量平均以 10%左右的速度递增袁 如今平均每

天借车量超过 3万次遥
今年 8月份袁自行车借车量创历史新高袁达

到了 125万次袁 以 2013年末全区户籍总人口

53.92万人为例袁8月份平均每个椒江人使用公

共自行车约 2.3次遥 而历年来借车量最高的一天

为今年的 9月 18日袁达到了 5.3万次袁相当于当

天每 10个椒江人就有 1人使用过公共自行车遥
今年以来袁ofo和摩拜等共享单车进驻我

区袁而公共自行车也跟随潮流袁开启扫码借车
模式遥市民只要在车桩的二维码上扫一扫袁在支付宝上付上 200

元押金袁就能享受骑行乐趣遥

据台州市公共自行车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袁公共自行

车虽不及共享单车随借随还的方便袁却胜在站点数量多尧密度大袁

扫码借车的开通也免去了大家办卡的麻烦袁 支付宝芝麻信用分

600分以上还可免押金遥共享单车的入驻也刺激了大家形成使用手

机借还车的习惯袁公共自行车的借车量更是与日剧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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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钟婷婷冤9月 20日下午袁省民政厅社会事务

处相关负责人一行来我区调研丧葬礼俗专项整治工作袁 并与区
整治办工作人员就社会力量参与尧公益性公墓建设尧落实长效管

理等问题进行了座谈遥 副区长曹小锋参加调研遥
今年以来袁我区以野狠下一条心袁拧成一股绳冶的精气神袁高

位启动尧精准发力袁在全市率先启动丧葬礼俗改革袁以野1234冶工

作法袁大力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移风易俗袁培树文明节俭办丧新风

尚遥 截至目前袁共累计出动 1.4万余人次开展事前入户宣传袁出

动 1.1万余人次对全部 1524例出殡实施了 100%的现场监管袁

出殡合规率达 99.61%袁为群众节约治丧开支近 4000万元遥整治

工作得到了市尧区领导的充分肯定袁赢得群众的普遍拥护袁社会

舆论的广泛好评遥
调研组对我区丧葬礼俗专项整治工作充分肯定袁并指出袁台

州传统观念较强袁整治工作有一定难度遥但椒江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袁决心大尧力度强袁使得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遥希望椒江

在下阶段的整治工作中袁要进一步提高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袁

众志成城袁形成合力袁使文明丧葬在台州蔚然成风遥

省民政厅来椒调研丧葬整治工作

水晶光电产业园二期工程效果图

水晶光电产业园

二期工程占地 150
亩袁 总投资 20多亿袁

其中袁 年产 7.5 亿套

蓝玻璃及生物识别滤

光片组立件技改项

目 袁 投资 10.06 亿 遥

二期项目的建设将推

进人脸识别尧 虹膜识

别尧 虚拟显示 尧 3D
打印等前沿产业的发

展袁 为我区高科技产
业发展带来新的亮

点遥

太和山隧道 渊长岙路-安康路冤 工程效果图

太和山隧道工程是我区第一个 PPP项目袁 项目概

算投资约 3.31亿遥工程西起建设路与长岙路交叉口袁往

东止于安康路袁 道路全长 1150米袁 其中隧道长约 668

米袁宽 30米遥 该隧道的建设袁将贯通老城区和城东袁形
成一条东西向城市通道袁 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城区路网

结构袁将有效缓解建设路尧枫南路等路段的交通拥挤遥

前所眼镜小微企业创业园项目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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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王卫君冤昨天下午 3

时袁 一辆面包车驶进区公安分局大院袁
一名黑衣男子被几位民警押解下来袁他

就是潜逃 21年之久野1996窑9窑14冶特大

抢劫杀人案主犯罗某袁届时袁这起历时
21载的特大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遥

时间回溯到 1996年 9月 14日夜遥

当晚袁洪家陶家洋村糕饼店发生一起致
死 3人的特大抢劫杀人案袁68 岁的房

主戴某尧60岁的房主太太李某及其 27
岁的小儿子戴某某袁一家三口遇害遥

案发后袁市尧区两级公安机关全力
侦查袁迅速查清案件事实院1996年 9月

11日袁 糕饼店店主戴某从劳务市场直

接招募了罗某 渊男袁1974年生冤尧 吴某

渊男袁1975年生袁 两人均系湖南省凤凰

县吉信镇人冤等两人到其家庭作坊内上

班袁但未办理劳务中介尧暂住登记手续遥

14日袁罗某尧吴某向戴某借款遭拒而预
谋抢劫杀人遥他们准备了铁棍尧胶带纸尧

尼龙绳等作案工具遥当晚夜班袁罗某尧吴

某采用铁棍击打尧 绳索捆勒等手段袁将

在作坊内当班的戴某儿子杀害袁抢走金

手链尧 金戒指等财物后藏尸配电房内遥

凌晨 2时许袁他们使用同样手段将下楼
做夜宵的戴某妻子李某杀害袁进而以帮

忙为由将戴某骗到楼下杀害并抢走现
金 300元后潜逃遥 9月 21日袁罗某尧吴

某在湖南长沙将金手链以 2700元价格
销赃袁各自携款潜逃遥 当年 11月 5日袁

专案组在湖南省凤凰县吉信镇一棋牌

室内抓获案犯吴某 渊已于 1997年 6月

被执行死刑冤袁 但主要犯罪嫌疑人罗某

不知所踪遥 当年袁省厅将罗某列为省督

逃犯上网追缉遥

21年来袁市尧区两级公安机关始终

将野1996窑9窑14冶特大抢劫杀人案作为野1
号命案冶积案开展攻坚袁从未放弃对罗

某的追捕遥 21年来袁区公安分局经历 6
任公安局长尧6任分管副局长尧3任刑侦

大队长袁但他们从没放弃袁多次带队赶

赴湖南凤凰县开展工作袁 每逢中秋尧春

节等重要节日和罗家婚丧嫁娶等敏感

日子都派员蹲守遥 还派员先后到广东尧

新疆尧福建尧湖南等省市查核线索袁但一

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遥

渊下转 B版冤

追凶 21年 主犯终落网

我区警方成功破获野1996窑9窑14冶特大抢劫杀人案

本报讯渊记者 王艳冤昨天下午袁区政协主席严灵章率在椒

省尧市政协委员对我区野一江两岸冶建设工作开展视察调研活动遥

区政协副主席何庆林尧王志英等参加遥

调研组先后来到葭沚老街南面入口广场尧 桥东葭沚新屋和
江岸尚城一期区块进行实地视察遥每到一处袁委员们都认真聆听

相关负责人对项目情况的详细介绍袁 并不时结合视察调研中的
所听尧所看尧所思袁交流感受和体会遥

随后的交流会上袁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区城发集团关于野一江

两岸冶未来规划尧建设和发展情况的汇报袁纷纷就野一江两岸冶工

作的发展建设建言献策袁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意见遥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袁严灵章指出袁野一江两岸冶工作是我区

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袁 倾注了全区各界大量的心
血袁也是当前民生关心的大事遥希望委员们通过此次视察调研活

动袁对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有更深入尧更全面的了解袁能够通过这
一平台履行好参政议政的职责遥野一江两岸冶规划和项目建设袁不

仅是一次旧城改造尧城市建造工程袁也是提高城市首位度的重要
举措遥 希望委员们积极主动建言献策尧为民履职袁继续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袁当好区委尧区政府各项决策的宣传员尧全区重大项目

建设的战斗员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研员袁同心同德袁群策群

力袁服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袁为建设台州新府城作出新的尧更大

的贡献遥

在椒省尧市政协委员开展视察调研

平 365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