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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阅读台州湾

近年来，台州湾新区
高标准实施市区道路绿
化、单位小区绿化和公园
绿地建设，努力打造生态
良好的城市园林绿化新
格局。

目前，新区城市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74.64%，绿
地率56.57%，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 10.57 平方米。图
为近日新区航拍图一角。

本报记者葛佳宁摄

本报讯（通讯员陈胡南）在党史学习
教育纵深推进之际，6月 8日，副市长、台
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管文新深入企业开
展“三服务”活动，面对面解决企业反映的
堵点、痛点和难点问题。

“有什么困难需要政府帮助解决的？”
“要一件件抓好落实！”管文新一行先后来
到吉利滨海发动机有限公司和北航台州长
鹰航空有限公司项目现场，与企业、项目负
责人面对面交流。针对企业提出的配套设
施完善、员工子女就学、项目验收等问题，
管文新现场办公，协调相关部门当场帮助
解决，暂时无法解决的一一做好记录，带回
研究。

管文新一行实地踏勘了航天彩虹无
人机、台州湾通用机场、方特动漫主题园
项目现场，问进展、督进度、看成效，并对
项目进度节点提出了明确要求。

他指出，重点企业、重大项目是提升
新区能级的重要引擎，要紧紧扭住不放、
环环相扣推进，以项目的高质高速昂起新
区高能级战略平台的龙头，彰显新区的显
示度、辨识度。

要进一步巩固好、发展好当前经济加
快恢复向好的态势和趋势，全力以赴确保
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推进“百日攻
坚”行动。按照“两争”工作要求，对照“百
日攻坚”行动任务清单，跑表计时，到点验
收，件件抓落实，确保“半年红”，力争“全
年红”。

要做深做细做实“三服务”。坚持数字
赋能、强化联动协同，深入企业、基层问需
解难，加强闭环管理、跟踪问效，以精准服
务推动问题妥善解决，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要坚持抓落实出实招。完善新区领导
“三包抓一统筹”制度，落实“三位一体”主
体责任，坚持定了就干、干就干好，出实
招，办实事，求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要守住发展安全底线。守住生态、安
全生产、民生、疫情防控和防台防汛救灾
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新
区
领
导
深
入
企
业
开
展
﹃
三
服
务
﹄

全
力
为
企
业
排
忧
解
难
加
油
赋
能

本报记者葛佳宁

开设 20期“争当‘七能’干部，践行
‘两个担当’”干部论坛，80位科级以上干
部走上讲坛，讲述亲历的担当故事和心
路历程，激发干部担当奋进的豪情……

连日来，新区开展一系列党史学习
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立足本职工作，
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解决实际问题，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
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

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党史学习教育要与深化‘三服务’
相结合，以新区所能，补企业所需，为企
业提供全程服务、精准服务、联动服务，
全力以赴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副市
长、台州湾新区管委会主任管文新指出。

6月 2日，台州湾新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任波走访春丰机械公司，
开展“三服务”。

春丰机械公司目前租在老厂房，一
方面订单供不应求，另一方面老厂房面
积狭小、安全隐患较大，新厂房又因验收
问题暂时搬不进去，影响了企业扩大再
生产，企业负责人为此十分苦恼。

在春丰机械公司新厂区，任波现场
办公，一方面督促企业加快手续的办理，
另一方面要求相关审批部门加快企业审
批验收，同时要同步推进新厂房电力、管

网等配套建设，以政府部门的辛苦和服
务指数，换取企业的达产值数。

在浙江钻豹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陆华因道路问题焦急不已。“厂
房南侧道路坑坑洼洼，一度造成晴天尘
土飞扬，雨天道路泥泞，路边沟渠淤堵，
常年积水，严重影响企业形象。”

三甲街道党工委书记叶海建获悉
后，亲自带队督导南侧道路工程建设。

“施工单位要倒排时间，确保道路高质量
建成投用；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责任，
为经济发展赋能，优化企业营商环境。”
叶海建说。

目前，该项目处于桩基路面施工阶
段，将于 7月 1日前全部完工。项目投用
后，在提升企业环境和优化道路的同时，
也着重解决员工停车难问题。

为项目建设持续发力

重大项目是新区发展的“牛鼻子”，
是提升新区能级的重要引擎。针对项目
推进“五难”问题，管委会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动力，常态化督导项目推进，班子成
员领衔包干 120个重点项目、重点工程
攻坚任务，着力破解难题。

在台州东部新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党员干部的倾力支持下，5月下旬，
方特动漫主题园项目背景山园林景观施
工顺利完成。

新区土地多为盐碱地，在挑选景观

植物品种时，施工单位犯了难。高级工程
师沈江在优化苗木品种的同时，采用了
隔盐层技术栽培，还邀请台州园林种植
养护的专家前来指导施工，让美丽植物
在盐碱地上见证“奇迹”。

6月8日，现代大道市委党校（新址）
至内环东路段开始路面上面层沥青混凝
土摊铺作业，该路段将于7月1日前正式
通车。“交叉施工的项目比较多，党校、文
旅综合体、绿心植物园都在同步实施，施
工难度较大。”中建现代大道项目公司总
工徐翔介绍。

为抢节点，建设组责任落实到人，专
班动态持续更新、上下联动发力。现场增
加了近一倍的人手、设备分区段同时施
工，工程建设将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作
业。“力争于6月30日前全面完成路面施
工和配套设施施工。”徐翔表示。

为民生实事不辞辛劳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新区管委会落实“社区吹哨、党员报

到”行动，管委会机关、街道 337名党员
赴所在社区报到，当起村容村貌清洁员、
消防安全巡逻员、政策知识宣传员、困难
群众服务员。

同时，管委会创建3条“和合街区”，
以“街长制”管理街区，了解社情民意。鑫
鼎花园位于景海街区，近日业主季先生
反映：“小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怎么还没

安装好？”原来，该小区充电桩管线安装
涉及占用公共空间，需要向供电部门出
具证明材料，物业公司因此迟迟未动工。

党员陈宾是景海街区的“街长”，得
知此事，便着手联系相关部门沟通。经过
他不懈努力，物业公司和供电部门进行
会商，供电部门同意填写登记表后便可
申请安装。目前，鑫鼎花园已安装8个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

6月8日，新区生态环境分局联合台
州市绿色先锋环保志愿者协会，开展室
内空气甲醛检测公益活动。只需在“台州
湾新区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申
请，便有工作人员上门服务。

对于新区生态环境分局局长王慧米
而言，这不仅是为了迎接第50个世界环
境日，同样也是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延伸，“让居民住得
更安心。”

新区建设欣欣向荣，却面临教育资
源不均衡、学位紧缺的现实。如今，新区
教育资源建设帷幕已经拉开：天璟幼儿
园等幼儿园已完工，计划 2022年开园；
中央创新区小学 2021年 6月已完成桩
基 60%，争取 2021 年底前完成主体结
构结顶。

新区在加快学校布局，陆续建设中
央创新区中学、未来社区学校、吉利小镇
九年一贯制学校、石柱小学、玖玥府幼儿
园、新王村等中小学、幼儿园，解决新区

“就学难”问题。

台州湾新区党员干部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奋进力量

用心学党史 暖心办实事

图为执法人员和第三方单位沿路测分贝图为执法人员和第三方单位沿路测分贝。。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朱玲巧朱玲巧摄摄

本报记者朱玲巧

“把大灯关掉，立刻停止施工！”
6月 8日晚 11时，市区一家工地亮

灯如昼，一辆长挂车悄悄运输预制板，准
备用塔吊进行组装。

台州湾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分局海虹
中队正好巡查到该工地，执法人员上前
阻止，直到工地所有车辆人员退场、大灯
关闭才离开。

一年一度的高考圆满落幕。自6月7
日高考开始，一场特殊的“静音行动”在
新区展开。每一个深夜，新区行政执法人
员巡查工地、酒吧、烧烤店……通过一系
列硬核的措施，还高考生们一个良好的
学习、休息、考试环境。

工地按下暂停键

6月 8日晚 10时至 9日凌晨 1时，海
虹中队开始巡查辖区内的天曜誉府、云
樾风华、金地翡翠云邸、玖悦府、未来社
区、沙北栅户区、南岸里栅户的七个建设
工地。

巡查车辆开到云樾风华和金地翡翠
云邸工地时，沿途两旁一片黑漆漆，连塔
吊的大灯也熄灯了。

“今年高考为期四天，紧接着6月15
日至 6月 17日是中考考试，我们执法压
力要比往常大。我们提前介入，强化了夜

间巡查力度，整改比以往更严格，确保问
题及时发现、及时整改。”海虹中队执法
人员潘义斌说。

在高考的前一周，他们已经开始对
周边的商业和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源进行
全面排查，并对当时还在半夜施工的工
地违法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

6月3日下午，执法部门和建设部门
共同约谈云樾风华和金地翡翠云邸的施
工单位，宣读了台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印发的《关于加强中高考期间市容环境
秩序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确夜间施工要
求，强化工地管理。施工单位针对管理要
求作出表态，切实加强工地管理，严格落
实相关要求。

为了防止工地悄悄施工，执法部门
要求施工单位在夜间 10时至凌晨 6时，
关掉工地的大灯。如今黑漆漆的工地，说
明前期约谈有效果。

大街安静了许多

6月 8日晚上 10时 30分，新区经中
路上一家酒吧还人声鼎沸。

在执法车辆停到酒吧门口时，酒吧
的音乐声戛然而止。

执法人员无奈地摇摇头：“商户的
经营需求我们也能理解，但这几天正值
高考，特殊时期请你们配合降低音量，
不要每次等我们来了就关音乐，像打

‘游击战’。”
连日来，执法人员加大夜间巡查力

度，把学校、居民集中居住区列为噪声污
染防治重点，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
和各类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建筑工地
施工噪声进行专项整治。

午夜，在荣和路和富民路交叉路口，
一家沿街商铺的龙虾摊点占道经营，地
上到处是餐厨垃圾。客人们在人行道上
喝酒聊天，大声喧哗。

“根据规定，沿街和广场周边的经营

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作
业或者展示商品。”执法人员对于经宣传
教育仍然出现噪声扰民现象的违法当事
人进行严管，下发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
书》，并没收经营工具。

同时，在晚上 10时后，海虹大队还
在市区多个路段设置卡口，查扣处罚扰
民的闯禁大货车。

连日来，执法人员通过不间断的夜
间巡逻护航高考，还新区考生一个安静
的夜晚。

为高考“静音”，新区的夜晚静悄悄

本报讯（通讯员洪 桑）6月 3日，台州湾新区纪检监察工委调
研组到三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清廉医院建设。调研组走
访了中心相关科室，一起谋划新区的清廉医院建设。

“多年来，三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以病人为中
心，以质量为核心，以清廉为重心的服务理念，优化管理和服务流
程，群众的满意度持续改善和提升，今年1-4月，中心的门诊达9.67
万人次，同比增加8.1%，中心服务范围辐射到台州湾新区全域，并
承担了新冠疫苗的接种任务，我们有信心，在十四五期间再上新台
阶，努力将中心打造成基层清廉医疗机构的标杆。”三甲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胡士华介绍。

新区纪检监察工委高度重视打造“医风清新的道德生态”。以
党建引领促廉，推动党建工作和医疗工作的互融共促、齐头并进。
用党员“先锋指数”赢得群众“满意指数”，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向
心力和凝聚力。以优化制度建廉，完善医
疗体系的党风廉政责任制工作细则，坚持
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以强化监督治廉，
重点关注处方权管理、科学用药监督、医
疗耗材使用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完善诊疗
环节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督，并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新区推进清廉医院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尤丹凤）“小明有户口了，悬在心头多年的大
石头终于落地，真是太感谢你们了！”6月3日，台州湾新区的王阿
公从区东派出所民警手中接过领养孙子的户口本，连声道谢。

12年前的一个清晨，还在睡梦中的王阿公被婴儿的啼哭声吵
醒，他揉着眼睛打开门，只见门上挂着一个袋子，里面躺着个哇哇
大哭的小婴儿。看着婴儿粉嘟嘟的小脸蛋上挂满了泪珠，王阿公当
即决定，要照顾这个孩子。没想到，这一照顾就是十几年。由于没有
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孩子一直没有落户。现在他12岁了，还在当
地小学借读，眼看着就快要念初中，王阿公心里很焦急。

区东派出所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向局行政审批部门汇报，
让户籍民警和社区民警会商，又去民政部门了解领养条件。经过
民警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补齐小明落户所需的相关证明材料，
上级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完成了审批流程，及时为小明落了户。

据了解，今年以来，台州湾新区公安分局本着依法办理、区别
情况、先易后难的原则，不断推进无户口人员登记落户问题，切实
保障每个公民依法登记常住户口。

圆了领养男孩落户梦

近日，台州湾新区三甲街道妇联开展“童心向党庆百年 红
色基因代代传”活动。少先队员们用激情昂扬的歌声歌颂党恩，
用七彩画笔勾勒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本报通讯员罗伊娜 王霞霞摄

童心向党庆百年童心向党庆百年

绿美新区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