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14日上午袁 椒江

海事处执法人员在椒江二
桥巡航检查时查获两艘

野三无冶船舶遥据了解袁负责

驾驶此船的乃两名无证驾

驶人员袁 该船日常在临海

白沙开展紫菜养殖作业袁8

月 9日从临海白沙开往椒
江前所维修保养袁 在开回

临海白沙的途中被海事部
门查获遥 现两艘野三无冶船

及无证驾驶人员已移送区

海洋渔业部门遥自开展野一

打三整治冶以来袁我区各部

门联合执法袁 在海上形成

了高压态势遥

本报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丁大千 摄

野打非治违冶
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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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实习生 丁玲冤 为方便游客入园袁 从 8月

15日起至明年 5月 19日袁 我区的一江山岛和艇观光基

地两个景区实施免预约入园制度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这两个景区袁 在周一至周五 渊非节

假日冤 期间对台州户籍居民和持有台州居住证的 野新台

州人冶 实行免预约入园袁 游客凭借本人有效台州户籍身

份证或者本人有效台州市居住证在景区入口处通过查验

即可进入景区遥
今年 5 月 19 日至明年 5 月 19 日袁 台州 9 个县

渊市尧 区冤 共同实施 野台州人免费游台州冶 活动袁 首批
野免费游冶 景区共 49家遥 市民需关注 野台州智慧旅游冶

微信服务号袁 注册通过审核后即可预约遥 一江山岛和
潜艇观光基地作为 野免费游冶 景区袁 现实施免预约入

园制度袁 将更好服务保障民生袁 推进全域旅游遥

我区这两个景点可免预约入园
活动持续至明年 5月 19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璐 实习生 王唯

锋 陈雨卓冤 弘扬椒江好人精神袁传递社
会正能量遥 日前袁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袁椒江好人馆将于 8月底开馆遥

椒江好人馆位于椒江老粮坊北面袁

占地面积约 500平方米袁分为序厅尧好人

厅尧展示厅尧多媒体互动展示厅尧美德少

年厅以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讲堂六大
部分遥 该馆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线袁通过图文尧影音尧游戏互动等形
式袁 多维度尧 立体式集中展示近年来 61

位各级好人的感人事迹尧 道德模范的先
进典型遥 野爱心妈妈冶罗雪华尧野防范达人冶

阮林根尧野编外警察冶 管正东等一大批道

德模范和椒江好人袁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袁

照亮着椒江这座美丽的新府城遥

其中袁 序厅由序言尧 宽屏投影播放

区尧 好人笑脸墙组成曰 好人厅由善行椒
江尧大爱港城等部分组成袁集中展示历年

来荣获 野浙江省道德模范冶野浙江好人冶
野台州市道德模范冶等荣誉称号的各级好

人和道德模范遥该区还设有 LED屏尧图文

展板等袁 让参观者可以更加直观生动地
了解好人事迹袁 感受椒江好人的道德情

操曰 在多媒体互动展示厅设置了趣味答
题区块和合影墙袁 浏览场馆的市民只要

在固定位置站定后袁 就可以和整个场馆

以及内部各个区域的不同背景合影留

念曰美德少年厅则展示了孝敬少年尧环保

少年尧爱心少年等 12位各级优秀美德少

年遥 野接下来袁我们将大力推动道德模范
和好人宣传工作袁充分利用椒江好人馆袁

邀请好人们到馆内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讲堂为市民朋友分享故事遥 冶区同创办

副主任王小斌告诉记者遥

据介绍袁 椒江好人馆由中共椒江区
委决定建设袁 旨在用道德善举竖起文明

的标杆袁托起社会向上向善的力量袁唱响
野善行椒江冶最强音袁引领和带动广大市

民以椒江身边好人为榜样袁 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真正鲜活起来袁 激发全社会

崇德向善尧 见贤思齐的正能量遥 王小斌

说院野我们希望袁 通过椒江好人馆把更多

的正能量传递出去袁让更多的人袁特别是

青少年袁了解身边的道德模范和好人们袁

学习他们身上优秀的品质和精神袁 形成
人人做好事袁 人人争做新时代椒江好人

的社会风气袁 从而提高我们整个椒江的
文明程度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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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陈胡南冤 昨天袁全区

农村工作会议召开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强

调袁以野八八战略冶为指引袁高质量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袁 高水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袁 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椒江篇

章遥王国平尧严灵章尧包顺富等区四套班子
领导出席会议遥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野三农冶思想袁全面落实

中央和省尧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袁部署

今后一个时期的野三农冶工作袁进一步吹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冲锋号遥

陈挺晨指出袁要坚定信心尧凝聚共识袁

以最坚决的态度抓乡村振兴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袁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袁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 野三
农冶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遥 习近平总书

记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指示袁为我们推

进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遥要切实把握中央

和省委尧市委精神袁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

记对浙江提出的 野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袁走

在前列要谋新篇袁 勇立潮头方显担当冶的
新期望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变成全区上

下的共同意志尧共同行动袁以强烈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做好新时代 野三农冶

工作遥

陈挺晨要求袁紧盯目标尧因地制宜袁以

最有力的举措抓乡村振兴遥未来五年我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标任务是院到

2020年袁 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基本形成袁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
完善遥 到 2022年袁 乡村振兴取得重大进

展袁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升袁城乡融合发
展取得明显进展曰农林牧渔增加值及其服

务业年均增长 2%以上袁 现代农业亩产达

1.5万元以上曰 建成乡村振兴历史文化精

品村落 10个袁A级景区村庄 10个袁 农民

人均收入新增 10000元袁农民可支配收入

达到每年 3.6万元以上袁低收入农户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0%以上袁城镇居民

与农村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2院1以内遥
接下来袁 乡村振兴工作重点是围绕

野135冶行动来展开院野一冶即紧紧围绕乡村
振兴战略这个新时代做好野三农冶工作的

新旗帜和总抓手遥 野三冶即处理好野三种关

系冶遥处理好野产与村冶的关系遥立足乡村自

身特色尧资源要素尧自然禀赋袁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袁 培育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动

能袁努力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曰处理
好野村与人冶的关系遥 以野千万工程冶为载

体袁更加注重环境治理袁更加注重公共服
务袁更加注重乡风文明袁更加注重宜居宜

业袁更加注重基层治理袁打造野充满温度尧

各具韵味尧富有活力冶的美丽乡村曰处理好

野人与产冶的关系遥 坚持人与产同向发力袁

打造懂农业尧爱农民尧爱农村的野三农冶工

作队伍袁并通过野走出去冶野留下来冶野引回

来冶袁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遥 野五冶即打

好野五大攻坚战冶袁打好农业转型攻坚战尧

农村环境攻坚战尧 农民美好生活攻坚战尧

乡村治理攻坚战尧涉农改革攻坚战遥
陈挺晨强调袁严明纪律尧捆绑责任袁以

最强的合力抓乡村振兴遥要咬定目标抓落

实遥要分解任务袁结合区叶五年行动计划曳袁

把任务分解到镇街尧部门袁一项项抓推进尧

见成效遥 要攻坚破难促落实遥 要盯牢重点
工程推进尧农村污水治理尧违建拆除尧行政

村规模调整等重点难点袁继续发扬钉钉子
精神袁直面矛盾尧攻坚破难遥要严守规矩保

落实遥 要依法办事袁严守规矩袁当好表率袁
讲大局尧讲规矩袁对上级的决策与部署不

折不扣地落实好遥

会议号召袁全区上下紧密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袁始终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袁以野八八战略冶为指引袁咬定目标袁
久久为功袁 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高

水平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袁奋力谱写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椒江篇章浴

陈挺晨在全区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野八八战略冶为指引 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渊记者 赵阳 通讯员 颜琳

秀冤 记者从区城发公共停车管理有限

公司了解到袁 我区公共停车的停车欠

费记录已归集至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遥 即日起袁 如果车主有停车
欠费 袁 将会被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

录袁 还会影响车主的信用等级及银行
贷款等遥

为解决停车难问题袁 我区积极规划
建设袁 在主城区各个重要节点开辟多个

公共停车区域遥 而在收费上更是推出人

工收费尧 扫码收费等多种收费方式遥 今

年 5月起袁 我区更是推出全市首创 野无

感支付冶 停车袁 就算没带手机两手空空

都能成功扣款遥
这样的人性化操作袁 不仅减轻人工

收费的负担袁 更带动了车主文明停车的
好风气袁 绝大多数车主都能自觉缴费遥

然而袁 个别欠费不缴的 野老赖冶 依然存

在遥
据椒江城发公共停车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袁 如今使用二维码缴费的
市民较多袁 一般收费员会将停车情况生

成二维码贴在车辆显眼位置袁 车主临走

时只要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支付遥 有些车

主没有注意收费信息未交费袁 该笔费用

就进入补缴系统袁 下次停车时收费员会

现场提醒市民补交袁 这时绝大多数车主

都会主动缴费袁 但是也有少数车主就是

赖着 5块尧 10块钱不肯缴纳遥
为了规范这些 野老赖冶 们的行为袁

城发公司将椒江停车的停车欠费记录
归集至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遥

如果车主有停车欠费袁 就会被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记录袁 影响车主的信用等

级及银行贷款等遥 因此袁 广大车主们

一定要及时缴纳费用袁 以免影响您的

信用记录遥
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停车欠费

呢钥 这里有两种方法遥 第一种方法袁 车
主可以找到道路停车收费员袁 让他们帮

你查查是否有停车费未缴情况袁 可直接

现场补缴遥 第二种方法是搜索关注支付

宝生活号 野椒江停车冶袁 在菜单栏选择

野缴费停车冶 下的 野补缴费冶袁 即可查询

未交费纪录并缴费遥

此外袁 网络扫码付费还可以开具发

票遥 车主可进入支付宝生活号 野椒江停
车冶袁 在菜单栏 野缴费停车冶 中选择 野电

子开票冶袁 进入缴费纪录查询页面后袁 将
电子发票一栏选择 野需要冶袁 并按照要求

填写资料袁 最后点击查询即可遥

车主如有疑问可拨打咨询电话 院

0576-88880199遥

注意袁停车欠费不缴将列入市信用平台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周一旻冤 近日袁 汇

洋海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盛忠将一面绣有 野严谨高效为
企业 服务细致暖人心冶 的锦旗送到台州边检站袁 对该

站为远洋渔船提供的高效优质服务表示感谢遥

自 野最多跑一次冶 改革以来袁 台州边检站制定出台

野四跑四办冶 边检服务举措袁 不断提升服务新效能遥 特

别是对远洋渔船提供边检出海 野代跑冶 服务袁 为停泊在

距海门港较远的温岭尧 临海等港区的远洋渔船船员上门

开展边检法律法规培训袁 登船现场办理出境检查手续袁

减少船舶代理及船员来回奔波袁 变 野窗口办冶 为 野现场
办冶袁 变 野群众跑冶 为 野边检跑冶遥 今年以来该站共为

30艘次远洋渔船 486名船员提供了 野代跑冶 服务袁 真
正实现了远洋渔船通关靠前服务袁 受到了企业和船员的

一致认可遥

台州边检站为 30艘次 486名船员
提供 野代跑冶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