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成龙）为进
一步引导广大妇女积极开展云端
创业创新袁 昨天袁 在星星电子商
务产业园，椒江区巾帼云创客暨

“小 红 书 ” 巾 帼 博 主 培 训 班 开

班。我区 50 余名女性学员参加
培训遥

培训中袁 导师就如何开展直
播带货尧 直播的硬件准备尧 场景
选取尧 如何合理安排直播内容尧
直播话术尧 直播互动等多个维度袁

与学员们分享并现场教授实操技巧
及成功案例遥 另外袁 区妇联还特邀
小红书巾帼博主王颢霓袁 为大家介
绍小红书经验分享遥 同时袁 区妇联
还给椒江区巾帼云创实践基地授
牌袁 以此给学员带来更多的实践机
会遥

不少学员纷纷表示通过培训袁
她们学到更多的直播带货知识袁
使销售渠道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线
下遥 野6 月份我们公司申请了 耶恒

申乐购爷 新品牌袁 尝试了几次直
播带货新模式袁 开展了跨境电子
商务袁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袁 但是
今年我们公司的销售 额不降 反
升遥冶 来自浙江恒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邱微微告诉记者袁 通过
今天的直播培训袁 她将把学到的
知识应用在 10 月份广交会及各直
播平台上袁 努力让台州制造产品
进入千家万户遥

据 了 解 袁 为 深 入 贯 彻 中 央

野六稳冶 野六保冶 重大决策袁 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部署要求袁 今年以来袁 区妇联
组织举办系列云创活动袁 如台州
制造进万家要要要妇联喊你 野云逛
街冶 直播活动尧 妇联+文旅小红
书巾帼博主孵化行动尧 十佳 野巾
帼云创客冶 寻找推荐等遥 目前袁
我区已培育出浙江省百名巾帼云
创客和台州市十佳巾帼云创客各
2 名遥

我区 50余名女性参加主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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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八月初六 今日秋分

昨天上午，在中秋
佳节来临之际，前所街
道联合 “和合青公益”
组织，共同举办“文明
创建齐参与，中秋佳节
送温暖”活动，为街道
270 名环卫工人送上暖
心的慰问和节日礼物，
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

本报记者 林 琦 摄

本报讯（记者 陈胡南）9 月 18 日
下午袁 民盟中央美术院台州分院和民盟
中央美术院大陈岛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
海门老街 88 号同心院举行遥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尧 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袁 民盟
中央宣传部部长曲伟袁 市委常委尧 统战
部长朱巧湘袁 省政协常委尧 副秘书长尧
民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徐燕峰袁 市政协
副主席尧 民盟市委会主委曹羽袁 区委书
记陈挺晨等领导出席仪式遥 张平和朱巧
湘为民盟中央美术院台州分院揭牌袁 曲
伟和徐燕峰为民盟中央美术院大陈岛创
作基地揭牌遥 曲伟尧 朱巧湘尧 陈挺晨在
仪式上致辞遥

一直以来袁 民盟与美术界有着广泛
的联系和深厚的历史渊源袁 文化界也是
民盟的主要界别之一袁 有着深厚的文化
积淀遥 台州的文化底蕴深厚袁 半个世纪
以来袁 野艰苦创业尧 奋发图强尧 无私奉
献尧 开拓创新冶 的大陈岛垦荒精神历久
弥新袁 为两个文化基地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环境遥 民盟中央美术院台州分院和民
盟中央美术院大陈岛创作基地的建立袁
有机结合以大陈岛垦荒精神为核心的红
色资源袁 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和先进
文化的再次传承袁 为民盟发挥文化领域
的优势特长提供优秀平台袁 为民盟参与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丰富了方式和途径遥

分院和基地的揭牌袁 旨在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袁 有机结合民
盟优良革命传统和大陈岛垦荒精神袁 提
升文化 野软实力冶袁 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袁 在浙江 野重要窗口冶 中展
示民盟风采遥 台州各级民盟将以此次揭
牌为契机袁 进一步广泛团结盟内外优秀
艺术家袁 充分挖掘大陈岛垦荒精神内涵袁
继承发扬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与先进文化袁
激励和带动盟员艺术家创作出更多贴近
实际尧 贴近生活尧 贴近群众的精品佳作袁
提升文化 野软实力冶袁 坚定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袁 在文化领域增强参政履职水平袁
为本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更多
民盟力量袁 为实现 野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
目标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野中国
梦冶 而不懈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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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丁玲）9 月 22
日是 野世界无车日冶袁 为倡导市
民绿色出行袁 我区将于 9 月 21 日
至 27 日开展 野践行绿色出行尧 建
设美丽台州冶 公交免费乘坐周活
动袁 鼓励市民尽可能选择公共交
通尧 自行车尧 步行等绿色出行方
式遥

活动期间袁 市民凡使用台州
出行 APP尧 支付宝尧 美团尧 云闪
付 APP尧 公交卡尧 手机虚拟 NFC
卡等相关电子支付途径袁 均可免
费乘坐台州市区 130 条常规公交
线路 渊定制公交线路除外袁 具体
以公布信息为准冤遥 持现金支付者
可在乘车现场注册登录台州出行
APP袁 扫码参与免费乘坐活动遥

徐女士平时都是开私家车去

上班袁 得知本周公共交通免费袁
她决定乘坐公交 108 路进行上下
班袁 体验免费出行遥 野其实我坐
公交通勤也比较方便袁 以后我也
会尽量选择公交车出行袁 这样既
省钱又环保遥冶 徐女士说遥

据了解袁 每年 9 月是绿色出
行宣传月袁 9 月的第三周是全国
野公交出行宣传周冶遥 宣传周期
间袁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及台州公
交巴士公司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城
市公共交通出行体验尧 惠民和文
化宣传等主题活动袁 包括设立免
费乘坐周活动宣传点尧 开展绿色
通勤活动尧 线上有奖竞猜活动
等袁 进一步宣传绿色低碳出行方
式袁 让绿色出行的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遥

本周我区市民可免费乘坐公交

今年的 9 月 20 日是第 32 个“全国爱牙日”，昨天下午，区卫健局邀
请椒江籍“国之名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江凌勇
教授走进学院路小学，为学生们开设爱牙讲座，为学生和家长讲解保护
牙齿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医护人员还现场开展二年级学生窝沟情况初
步筛查。今年，我区将对辖区内的 56 所小学开展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
目，初筛适合做窝沟封闭的学生，将以学校为单位前往定点专科机构免
费做窝沟封闭。

本报记者 李 琴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寅）昨天下
午袁区野深化耶两抓爷年 打赢翻身仗冶
第七次联席渊扩大冤会议召开遥 会
上袁先晾晒 1 至 8 月经济答卷野成
绩单冶袁再由落后的部门尧街道谈路
径表决心遥 区委书记陈挺晨在会上
强调袁要把握当前形势尧勇夺高分
报表尧善于谋划策划袁着眼新技术尧
新产业尧新业态尧新模式袁加快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步伐袁确保实现野三
季进尧四季胜尧全年赢冶遥 区领导王
国平尧马骏尧王智承尧倪成晖尧葛寒
敏出席遥 区委副书记马骏主持遥

陈挺晨指出袁 今年 1 至 3 季
度袁 在全区上下的合力攻坚下袁
我区经济发展形势逆势向好尧 工
业运行稳中有进尧 项目攻坚亮点
纷呈遥 尤其是在国内经济运行明
显放缓的大背景下袁 1 至 8 月份 8
个经济指标较半年度有了明显回
升袁野一江两岸冶尧高铁新区尧商贸核
心区尧野一园四村冶等重点城市区块

总体稳步向好遥 当前正值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袁经济结构尧消费方式等
迭代升级袁我区经济运行仍存不少
问题袁指标回升尧行业回暖尧项目攻
坚等压力依然较大袁 要在项目攻
坚尧服务企业尧招大引强等方面拼
速度尧抢进度袁全力夺取野两战两
赢冶遥

陈挺晨要求袁要争先进位遥 在
抢占优势上保持冲刺状态袁狠抓重
点指标进阶升位袁 做好抓增量文
章袁有序推进规下转规上尧限下转
限上曰做好防减量文章袁坚决防止
企业搬迁尧统计核减遥 狠抓统计质
量全面提升袁落实野一把手冶负责
制袁确保数据准确尧口径统一遥 狠抓
对接沟通精准有效袁积极主动对接
上级部门袁严格对标袁靶向发力遥 要
跟进服务遥 以深化野三服务冶开路袁
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袁 构建 野亲冶
野清冶的新型政商关系遥 要强化服务
效能袁 及时回应企业合理诉求袁精

准分析企业各项指标袁切实为企业
发展排忧解难尧添薪续力遥 要聚焦
企业需求袁建立健全企业困难和问
题协调解决机制尧 帮扶和支持机
制袁尽心尽力做好野三服务冶袁用心
用情留驻本土优质企业遥 要增强动
能袁稳住消费基本盘袁把消费作为
拉动经济加快回升重要抓手袁积极
发展野四新冶经济袁全力打造城市经
济新野增长极冶遥 提升外贸贡献度袁
用足用好出口信保尧出口退税等稳
外贸政策袁 全力帮助企业稳订单尧
稳收益遥 打好助企组合拳袁拿野真金
白银冶支持企业袁以野真招硬招冶帮
扶企业遥 要攻坚破难袁项目建设再
提速袁以野860冶攻坚破难行动为抓
手袁落实野一个项目尧一名领导尧一
个专班尧一抓到底冶机制袁倒排时
间尧挂图作战遥 招大引强再发力袁深
入实施接轨上海野十个十冶行动袁积
极开展专业招商尧平台招商尧以商
招商尧产业链招商遥 项目谋划再加

强袁提前做好明年重点项目谋划和
野十四五冶时期重点项目谋划遥

陈挺晨强调袁面对当前发展形
势袁竞争压力前所未有遥 我们要学
人之所未学遥 全面了解把握当前经
济形势袁进一步掌握新经济尧新业
态尧新零售袁进一步掌握 5G尧工业互
联网尧数字建筑等新场景遥 想人之
所未想遥 通过不断地热身尧 想事尧
野折腾冶袁进一步拓宽思路袁招引优
质项目袁 在数字经济方面率先发
力袁在竞争中形成先发优势遥 盯人
之所未盯遥 紧盯权重企业尧紧盯项
目开工尧紧盯项目投产袁进一步推
动项目落地尧投产达效袁进一步保
障权重企业复工复产遥

会上袁区委常委尧常务副区长
王智承通报分析 1 至 8 月份野一图
一码一指数冶指标情况曰相关副区
长作了讲话曰区经科局尧区商务局尧
海门街道尧章安街道尧大陈镇分别
作了表态发言遥

“复盘”三季度“模拟冲刺”四季度
区“深化‘两抓’年 打赢翻身仗”第七次联席（扩大）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洪佳祯） 为进
一步提高大陈岛旅游网络知名度和
品牌影响力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文化旅游生活的向往袁昨天下
午袁野大陈岛窑小红书旅游日主题活
动冶启动遥

活动现场授予 8 位小红书博主
野首批大陈岛旅游体验师冶 荣誉证
书遥这 8 位优质创作者将参与为期 2
天的旅游日活动袁 以直播打卡或发
布笔记的形式袁 发布大陈岛旅游线
路尧旅行攻略等体验笔记袁提高大陈
岛旅游网络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遥

据了解袁此次大陈岛窑小红书旅

游日主题宣传活动袁是在台州市人
民政府与小红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基础上开展的重点合作项
目遥 活动围绕椒江区和小红书互惠
共赢尧打造大陈岛优质周边游目的
地品牌的合作理念袁深化双方合作
主题袁我区将依托小红书野三次元
社区冶生态以及过亿的高粘性月活
用户袁通过直播尧Vlog尧图文等方式
推荐大陈岛袁推动用户进行网红景
点尧路线尧民宿的线下打卡遥

此外袁活动现场还为游客们带来
了旅游活动优惠政策遥设立促进旅游
业复苏扶持资金500万元袁 即日起只

要在我区旅行社报名购买大陈岛旅
游套餐袁 符合椒江工业商贸一日游尧
大陈岛二日游尧三日游尧四日游要求
的分别给予30元/人尧100元/人尧200
元/人尧250元/人的奖励袁 补助金额直
接从旅游成本中核减遥具体规划和价
格可咨询我区各大旅行社遥

区委常委尧宣传部长李羚表示袁
举办这次活动既是推介展示大陈岛
风光袁提升大陈岛知名度美誉度的
需要袁更是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尧
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遥 活动将为全
国游客提供认识大陈岛尧了解大陈
岛的机会袁为大陈岛的未来发展提

供积极助力遥
接下来袁 我区和小红书将会本

着互惠共赢的合作理念深化双方合
作袁充分依托大陈岛自然资源尧人文
历史尧红色特质袁结合小红书平台女
性用户多和 野种草冶 转化率高的特
性袁通过社区运营袁以直播尧视频尧图
文等多种形式发布台州文旅相关内
容袁 向江浙沪等目标地区推广大陈
岛精品旅游项目袁 弘扬大陈岛红色
文化基因袁夯实大陈岛网红小清新
海岛形象袁 打造大陈岛优质周边游
目的地品牌袁促进疫情后大陈岛旅
游经济消费力及时回补遥

小红书“种草”大陈岛 还送 500万元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