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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寅） 深化
两抓年袁 打赢翻身仗遥 在 野860冶
攻坚破难行动开局起跑的关键时
刻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于 4 月 2 日
上午来到一江两岸战区袁 现场督
查 野两抓冶 工作袁 为一线干部加
油鼓劲遥 副区长周斌尧 区政协副
主席何庆林参加督查遥

在一江两岸葭沚水城片区全
域清零拆迁现场袁 陈挺晨一行先
后听取了葭沚水城二期 3 号区

块尧 葭沚水城 2 号地块 渊老街二
期冤尧 江岸尚城三山区块尧 葭沚
水城二期拟拆迁安置计划等工作
汇报遥

陈挺晨指出袁 当前袁 市委市
政府 野深化两抓年袁 打赢翻身仗冶
的大幕刚刚拉开袁 区委区政府以
主城区的担当袁 谋划了 野860冶 攻
坚破难行动袁 将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具化为 野作战图冶 和 野施
工图冶遥 一江两岸战区是全局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要精心打造城
市沿江岸线袁 全力呈现新府城
野最精彩一公里冶遥

陈挺晨要求袁 葭沚街道和有
关部门要为着新府城首位度尧 显
示度提升袁 必须让西大门早日出
形象和水城人民群众早日住上好
房子过上好生活遥 我们要抓住机
遇袁 全力攻坚征地拆迁袁 拆除大
空间尧 拆出大发展袁 确保葭沚水
城剩余土地尧 房屋尧 企业全域拆

迁清零遥 要继续坚持安置先行袁
精心谋划安置区块和过渡房建
设袁 全力确保征迁群众生活生
产袁 让征迁群众安心尧 放心尧 有
信心遥 要合理安置征迁企业袁 引
导征迁区域的企业进入小微园
区袁 形成集聚效应尧 形成产业互
补尧 形成良性竞争袁 为全局添
彩尧 为发展开路袁 在 野860冶 攻
坚破难行动中全力冲刺尧 先声夺
人尧 勇当标兵遥

陈挺晨首站督战“860”行动时强调

本报讯（记者 杨成龙 徐丽
平冤 上周袁区领导现场督战野860冶
行动项目袁持续发力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袁攻坚克难促进提质增效遥

3 月 31 日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国平尧区政协副主席胡震国赴洪
家街道就野860冶行动推进情况开展
专项督查活动遥 当天下午袁王国平
一行实地督查了红星美凯龙尧浙江
台州染整总厂尧万科工地 C 区块以
及镇海中学台州分校西侧拆迁情

况等袁并要求袁街道要进一步统一
思想袁提高认识袁围绕项目画精野作
战图冶袁明确野时间表冶袁细化野任务
书冶袁强化措施袁压实责任袁把握节
点袁全力攻坚破难曰要统筹抓好平
安建设和疫情防控工作袁为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遥

4 月 2 日上午袁区政协主席严灵
章尧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杏菲赴白
云街道督查野860冶攻坚破难行动遥 现
场袁严灵章一行仔细听取了街道当前

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袁研究下一阶段
具体工作措施袁并要求袁街道要紧盯
建设任务和时序要求袁 精准发力尧克
难攻坚袁同时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
协作袁压实责任尧细化措施袁全力推进
各项重点工作有序开展遥

4 月 2 日下午袁区委常委尧统战
部长蔡士荣袁副区长李越袁区政协
副主席金烨国赴海门街道督战
野860冶攻坚破难行动袁要求抓时间
机遇袁挂图作战曰抓重点堵点袁一项

一策曰抓责任落实袁全力推进袁确保
按时完成任务遥

3 月 31 日晚袁台州市商贸核心
区第一时间召开野860冶攻坚破难行
动动员大会遥区委常委尧常务副区长
王智承要求全员全力以赴尧 倒排时
间尧挂图作战袁以决胜到底的姿态集
中力量建设好镇海中学台州分校尧
未来社区尧 心海文旅产业园等各重
点项目袁争当八大战区标兵遥

（下转 2版）

区领导督战“860”行动

本报讯（记者 栾旖旎） 4 月
3 日下午袁区政协召开 2020 年第一
期 野请你来协商-民生面对面冶袁就
野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冶进行专
题协商遥区政协主席严灵章袁区委常
委尧常务副区长王智承参加会议遥区
政协副主席徐赞军主持会议遥

建议加强全区社会组织党的建
设袁全面厘清政府尧市场和社会组织
的职责边界袁完善政策扶持袁搭建公
共平台噎噎会上袁 区政协社会和法
制委尧 政协委员及部分街道人员围
绕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尧 全面建设治
理体系尧提高治理效能尧建设法治社
会尧违章建设治理尧智慧社区建设尧
基层综合治理尧完善诚信建设尧提高
物业管理水平尧 健全志愿者服务体
系尧 突发性事件物资储备尧 完善村
渊社区冤工作以及规范政府尧市场和
社会三者关系等方面建言献策遥

随后袁区委宣传部尧区委政法

委尧区信访局尧区应急管理局尧区财
政局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尧区民政
局尧区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先后就委
员们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遥

严灵章指出袁各政协委员通过
前期调查和研究袁 结合我区实际袁
提出的建议多元化尧精准化袁各职
能部门也都做了针对性回应遥 社
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袁要坚持
党的领导袁强化顶层设计袁实现有
序推进曰要坚持群众观念袁强求务
实高效袁实现问题突破曰要坚持综
合施策袁强定环境营造袁实现最佳
效果遥同时基层政协委员参与社会
治理是履职尽责要求所在袁是构建
社会治理新格局所需袁广大政协委
员要积极参与袁 进一步发挥作用遥
政协机关要搭建平台袁切实增强基
层政协委员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袁激发委员有效参
与地方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遥

区政协召开 2020 年第一期“请你来协商·民生面对面”

聚焦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陈胡南 林琦）清明祭扫野暂停键冶
已经按下袁各地执行情况如何钥 野暂停冶按钮是否有松
动钥 4 月 3 日袁区委书记陈挺晨袁区委副书记尧代区长吴
华丁分组对清明祭扫工作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遥

野村民如果到山上祭扫我们怎么劝导钥冶野我们怎么
辨别他们祭扫的是新墓钥冶噎噎在前所街道大树岙公墓
上山卡口袁 区委书记陈挺晨详细询问卡点工作人员关
于清明节期间祭扫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袁 认真听取相关
负责人的现场汇报遥

陈挺晨指出袁祭扫活动重于心不拘于形袁倡导文明
祭扫既是疫情防控的需要袁也是时代风尚所趋遥

陈挺晨强调袁要树立安全意识袁克服麻痹思想遥 各
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省尧市尧区有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决策部署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袁在做好
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祭扫服务的基础上切实加强防火
宣传尧防火巡护尧火源管理等工作袁杜绝麻痹思想和侥
幸心理袁严防人群集聚和火灾隐患遥 要强化宣传引导袁
倡导绿色清明遥积极提倡文明祭祀尧云祭扫尧居家祭扫袁
破除祭扫焚烧香纸等旧俗陋习袁避免人群聚集袁加强源
头管控袁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火意识和法制观
念袁引导广大群众通过文明绿色祭扫方式缅怀先人袁尽
量减少人员集聚和流动曰要落实岗位职责袁做好值班值
守遥 坚持守土有责尧守土尽责袁认真落实好清明期间疫
情防控和祭扫服务相关工作袁广泛发动党员尧村民代表
参与卡口值班袁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袁严守进山
祭祀路口袁及时做好人员劝返曰要加强监督检查袁压实
工作责任遥 采取明查暗访等形式对各责任单位清明节
期间落实疫情防控和防火管控措施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袁层层压实区尧街道渊镇冤尧村等有关单位主体责任袁做
到职责清尧情况明袁确保清明节期间全区祭扫活动平稳
安全有序遥

4 月 3 日下午袁区委副书记尧代区长吴华丁先后前往水门公墓尧南山
公墓和永宁村骨灰堂卡点检查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祭扫工作袁 详细
了解预约祭扫尧防火防疫等措施落实情况遥

吴华丁强调袁当前袁既是疫情防控期袁也是清明的祭扫期袁野两防冶任务
艰巨袁各街道渊镇冤尧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袁坚决打好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和
安全祭扫这场硬仗遥 要加强宣传袁引导群众以网上祭扫尧委托祭拜等绿色
祭扫方式缅怀先人袁尽量减少人员集聚和流动遥 要做细做足预案袁确保一
旦发生疫情防控尧森林防火尧交通组织等方面突发事故袁能够及时响应尧迅
速处置遥 要夯实责任袁各街道渊镇冤要强化属地责任袁划区包片袁严防死守袁
坚决堵住进山火种袁严控祭扫人员流量曰应急尧自规尧民政尧行政执法尧公安
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尧密切联动尧齐抓共管袁形成强大防控合力遥

为扎实做好清明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袁 避免因人员集聚引发病毒传播
和交叉感染袁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袁根据叶椒江区关于清明
期间祭扫活动的通告渊第 42 号冤曳袁全区所有经营性和乡村公益性公墓尧骨
灰堂暂停现场祭扫活动渊除 2019 年清明节以来去世入葬的新墓实行预约
祭扫外冤袁由经营管理单位于 4 月 4 日至 6 日期间免费代为祭扫遥 各街道
渊镇冤加强对辖区散墓的管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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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丹凤） 4 月
3 日上午袁 我区 野860冶 攻坚破难
行动全媒体宣传启动仪式举行袁
动员全区宣传思想干部把增强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 落实到 野860冶
攻坚破难行动报道的具体行动中袁
深入基层尧 蹲点一线袁 着眼于

野快 冶 尧 着 眼 于 野实 冶 尧 着 眼 于
野新冶袁 多形式展现 野860冶 行动遥
区委常委尧 宣传部长李羚出席活
动并作动员讲话遥

据了解袁在此次野860冶行动全
媒体宣传活动中袁 区传媒中心尧椒
江广电中心将策划全媒体新闻行
动袁开设野记者跑战区冶野记者在工

地冶野蹲点第一线冶 等专栏专题袁记
者将奔赴八大战区尧 六大重点领
域袁 挖掘一线工作中激情干事尧奋
勇争先的鲜活典型事例袁创作融媒
体作品袁传递攻坚克难尧打赢经济
发展翻身仗的椒江信心遥

野在此次耶860爷攻坚破难行动
宣传报道中袁我们作为主流媒体人

也将用耶脚力尧眼力尧脑力尧笔力爷助
推台州新府城高质量发展遥 冶区传
媒中心记者代表栾旖旎在现场表
态遥 野根据八大战区责任分工袁我们
将蹲点一线袁 采集鲜活的素材袁让
椒江各战区的好故事传播得更广尧
更远遥 冶椒江广电中心记者代表徐
张华在现场表态遥

“860”攻坚破难，新闻铁军吹响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李琴）文化礼
堂是精神家园遥 4 月 3 日下午袁我
区召开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誓师大
会袁会议启动了 2020 年度农村文
化礼堂建设工作袁 今年我区将新
建 25 家农村文化礼堂遥 区领导李
羚尧徐杏菲尧李越尧王志英参加遥

从 2013 年项目启动实施以
来袁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走过了 7
年的发展历程,截至 2019 年底袁我
区农村文化礼堂行政村覆盖率为
63.05%袁目前还有 58 个行政村未
建礼堂遥

会议要求袁 推进农村文化礼
堂建设袁 要咬定台州2021年文化
礼堂行政村全覆盖的目标不放

松袁切实增强责任感尧紧迫感和使
命感袁 以大决战的态势不折不扣
地抓好文化礼堂建设工作袁 做到
早谋划尧早启动尧早建设尧早完成遥
要坚持以全覆盖为目标袁 大力推
进农村文化礼堂高质量建设曰要
坚持以规范管理为抓手袁 全面提
升农村文化礼堂长效运行水平曰
要坚持以野四万工程冶为抓手袁积
极推动礼堂活动多样化曰 要从全
局出发袁各负其责袁密切配合袁以
抓铁有痕尧踏石留印的劲头袁推动
文化礼堂建设全速前进袁 打好翻
身仗遥

会上袁全区各镇尧街道作表态
发言遥

我区今年将新建 25家农村文化礼堂

章安老街历史文化悠久，是台州最早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至今仍保存着部
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文物历史建筑。但随着
年久失修和台风等天灾的侵蚀，老街现面临
破损、坍塌的情况，抢救工作势在必行。连
日来，区农水、住建、民政、街道等相关单
位联合对老街开展修复保护工作。前期进行
了集中排查、统计，劝导住户腾房等，近日
已完成老街区块 264 间房屋的鉴定，并对 660
米的老街架设起安全通道，安装铁丝网和防
火网，现保护修缮工作还在陆续进行中。

本报记者 白 露 摄

本报讯 （记者 林琦） 昨天
上午袁 区委副书记尧 代区长吴华
丁率相关部门负责人袁 深入东部
产业活力区项目攻坚现场袁 督进
度尧 想办法尧 解难题遥 吴华丁要
求袁 要以主角姿态尧 主力担当袁
加快园区环境尧 低效用地整治袁
引进落地优质项目袁 创出产业活
力袁 拿超满分答卷遥 区领导陶智
炳尧 卢建波参加督查遥

吴华丁一行先后来到外沙路

与青年路交叉口尧 滨海路尧 外沙
路与海虹大道交叉口等地袁 督查
医化园区环境综合整治袁 现场办
公袁 协调解决问题遥 目前袁 针对
医化园区部分道路尧 绿化等基础
设施破损严重袁 违章建筑较多尧
环境卫生脏乱差尧 野六小行业冶
待整治等情况袁 正在全面进行环
境整治提升遥 随后袁 吴华丁一行
又现场踏勘低效用地开发区块
渊商业冷库尧 鸥华化工二期西北

侧尧 新东海药业北侧冤遥 目前袁 该
项目区块土地权属类型较多袁 共
分 4 大块袁 总计 700 多亩遥

在详细听取医化园区环境综
合整治尧 低效用地开发情况和两
个特色小镇指挥部工作汇报后袁
吴华丁强调袁 要盯牢工作目标来
战遥 瞄准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的
目标尧 特色小镇验收高分的目标尧
园区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全区平均
水平的目标袁 持续发力尧 善作善

成袁 打造产业活力区块样板遥 要
紧扣产业提升来战遥 谋好发展规
划袁 着眼长远袁 完善提升医化尧
智马产业规划遥 招好优质项目袁
加快低效用地整治袁 为引进国内
一流企业腾挪空间遥 立好服务品
牌袁不断提升服务效能袁创优企业
发展环境遥 要聚焦难题破解来战遥
突破环境整治难题袁 铁下决心袁坚
持源头整治尧 综合整治两手抓袁确
保整改取得实效遥 （下转 2版）

当好主力军 展现大作为
吴华丁督战东部产业活力区战区、台州湾数字经济产业园战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