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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在台州农村，最靓丽和醒目的精神文化地标是
什么，那无疑是日益完善的文化礼堂。截至 2016 年底，我市共
建成 933 家文化礼堂，
居全省第一。
昨天，记者从台州市委宣传部获悉，作为推进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我市建立农村文化礼
堂长效机制，
今年将建 150 家文化礼堂，
打造农民精神家园。

建立文化礼堂长效机制 打造农民精神家园

我市今年将建 150 家文化礼堂
截至目前，台州文化礼堂数居全省第一
2013 年，我市开展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并连续
四年列入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截至 2016 年底，我市
共建成 933 家集文化设施、文脉传承、文明传播于一身的
文化礼堂。今年我市计划新建 150 家，文化礼堂已然成为
台州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
“关键词”。
四年来，在文化礼堂建设方面，我市不少县（市、区）
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基层实际的管理制度。如黄岩区创造
性地探索出了文化礼堂“理事会负责制”的管理新模式，
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意识，使文化礼堂有章理事、有人
管事、有钱办事，让群众真正成为文化活动的主人翁。
“我们对各县（市、区）好的管理制度进行梳理，筛选
出理事会负责制度、
‘大菜单’制度、星级管理制度、队伍
建设制度和激励保障制度等 5 项制度，作为农村文化礼
堂长效机制。”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尚小星说，其中，
激励保障制度明确规定各县（市、区）财政部门要为农村
文化礼堂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原则上每个农
村文化礼堂运行经费每年不少于 2 万元（或按所服务人
口，人均不低于 20 元）。
除了健全五项制度外，我市还推出“我们的节日”、
“我们的村晚”、
“ 乡村十礼”进礼堂等十大活动，充分融
合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丰富文体活动等功能，
使农村文化礼堂成为人们内心向往、精神寄托的一个场
所。
尚小星告诉记者，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按照目标，到 2020 年，全市文化礼堂建成数要
达到 1700 个，覆盖全市 80%的农村人口，其中 1500 人以
上建制村要全部建成农村文化礼堂。
“ 而这五项制度和
十大活动，将作为文化礼堂长效机制坚持下去，使农村
文化礼堂真正发挥精神家园的重要作用。”
记者 王晓峰

椒江“阳光桔园”市
民监督团核心团蛮
给力

有人盯着
老小区变美了
昨天上午，椒江葭沚街道桔园小区，又见到了一群
熟悉的身影——
“阳光桔园”市民监督团核心团的团员
们，他们对小区里出现破损的基础设施做着记录，看到
垃圾赶紧捡起来。
据了解，
“ 阳光桔园”市民监督团核心团自 4 月 6 日
成立以来，共有 10 名团员，他们中有老党员、有社区工
作人员，
也有热心的居民，
平均年龄在 50 岁以上。
“你看我们小区现在多整洁，乱堆放现象没了，大家
的习惯好了，垃圾也不乱扔了。”住在桔园小区 20 多年
的杨大妈开心地说道，
“旧小区改造后，停车位也多了，
我儿子下班回来基本上都能找到停车位。”
桔园小区的变化离不开这些市民监督团团员的努
力。成立 40 多天的时间，桔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兼主任陈
英英带着团员们已经进行了 10 次的督查活动，用他们
犀利的眼睛“挑刺”，并将其一一曝光，及时清障除垢，做
到事事跟踪落实。
5 月 3 日那天记者跟着陈英英和团员们来到阳光国
际公寓小区进行督查，他们针对阳光国际公寓小区北门
的停车位没有划线的情况进行了汇报，
“第二天工作人
员就过来测量了，第三天就把停车位给划好了。”陈英英
说。记者看到，划上停车线后，车辆停靠在路边显得更加
整齐有序了。
在“阳光桔园”市民监督团核心团的“挑刺”下，现
在，阳光国际公寓小区车库近 600 平的斜坡进行了改造
修复、1060 只灭火器和 1000 盏楼道灯进行了更换，还有
桔园小区 100 多处阳台下的黄土裸露已补种，围墙四周
破损路面已硬化，10 个和美楼道也都已在最后完善
中。
记者 陈赛

年度
“招贤令”
发布，
最高可获1亿元补助

我市发布 2017 年度“500 精英计划”引才公告
昨天上午，台州市“500 精英计划”专项办公室在市
人力社保大楼召开了 2017 年度“500 精英计划”引才公
告，今年全年将力争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200 名，落
户创业企业 60 家，
推动台州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自 2011 年启动“500 精英计划”以来，我市已引进
“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28 名，
“省千人计划”人才 77 名，市
“500 精英计划”484 名，落地创业项目 123 个，实际投资
12 亿余元。
今年 5 月 9 日，我市启动新一轮的引才政策《台州市
人才新政三十条》，将从创新引才模式、加大引才力度和
完善人才服务三个方面，大力实施“500 精英倍增计划”，
今年全年力争新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 200 名，新增落户
创业企业 60 家。
今年，我市人才引进将重点放在了通用航空、轨道
教育、新能源汽车、智能马桶、现代医药等台州五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上。同时，补齐台州在教育、卫生、文化、社会
公众等领域人才总量较少，结构不合理的短板，鼓励更
多优秀教师、医生、艺术家到台州发展。
此外，我市还鼓励高端人才携带核心团队整体落户
台州，推动人才快速向台州集聚。以更加灵活的方式鼓
励国内外的高校、科研院所优秀人才，携带先进的创新
科研成果与台州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攻关和项目合作。
在以往专家评审认定的基础上，今年我市还新增了
直接认定方式入选“500 精英计划”，实行专家评审和直
接认定“双轨制”，对符合《台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
中顶尖、领军、高端类创业创新人才标准的，采取直接认

定，
提高引才效率。
根据创办企业的性质和要求，我市将对入选“500 精
英计划”创业人才，给予 200 万元到 2000 万元的创业扶
持资金，属于国际一流团队和顶尖人才领衔的重大项
目，
可获得最高 1 亿元的资金补助。
设立人才服务银行，为我市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提
供无抵押的信用贷款，最高 800 万元贷款担保和 1000 万
元的贷款贴息补助。
此外，为留住引进的人才，我市还将根据入选人才
的 创 业 创 新 性 质 和 需 求 特 点 ，给 予 每 月 1000 元 到
10000 元的租房补贴，购买商品住房最高享受 30 万元到
300 万元的房票补贴，同时取消社会事业领域“500 精英
计划”人才和高层次紧缺人才购买商品住房的首套限
制。此外，对未购房的高层次人才，还可以优先入住人才
公寓。
对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企业和中介机构，我市也提
高了举才荐才的激励。一方面提高了企业引进人才的年
薪补贴，另一方面中介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每个人
才或每个团队的奖励金额从最高 20 万元，提高到 2 万元
至 50 万元，另外，该引进项目如取得较好效益，还将获得
额外最高 20 万元的追加奖励。
我市还将进一步健全人才服务体系，完善相应的配
套措施。完善英才服务卡制度，实现与社保卡有效衔接，
在医疗保健、车驾管理、人事代理等方面提供优惠和便
利。解决引进人才子女就学问题，并且，在全省率先建立
企业人才补充养老保险。
记者 王超

被狗咬伤，全市各地不用担心得不到及时治疗了

我市犬伤门诊已开设了 70 家
昨天上午，台州市狂犬病防治工作协调小组（扩大）会议在市行政大楼
召开。会议总结了 2016 年我市狂犬病防治工作，研究探讨防控狂犬病长效
机制建设，
部署 2017 年防控工作任务。

全市犬只接种率为 85.36%
近年来，
我市犬类管理逐渐从无序化走向正轨。
记者从会议中了解到，目前我市大多数县（市、区）建立
了犬类管理台账资料，每年开展摸底、建账和实施管理，城
区、城郊范围犬只散养/放养情况明显减少。同时，各县（市、
区）通过集中式免疫和定点免疫实施免费免疫政策，推进动
物免费接种工作，做到每日登记、按月上报，对减轻农民负
担、提高市民对动物免疫的积极性和切断动物间狂犬病流行
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我市还加强了市场监督管理，对宠物经营者、

宠物医生、屠户等重点人群开展动物防疫法律法规及相关政
策的培训力度，严格按照规定做好动物流通管理。
据统计，全
市登记在册饲养犬只约 25.8 万只，接种 22.02 万只，全市犬只
接种率为 85.36%。2016 年犬只免疫率大多超过了 85%，其中
椒江、天台、仙居达到 90%以上。
此外，各地均组织开展了针对狂犬、可疑狂犬、无主犬、
流浪犬的常态或专项扑杀行动，全年扑杀 9695 条。椒江区在
捕杀流浪犬的同时，还发动社会爱心人士对流浪犬进行认领
收养。

犬伤门诊完成全县（市、区）覆盖
2016 年，我市继续开展疫情监测、犬伤门诊监测以及
“一犬伤多人事件”的监测。2016 年 1-12 月，全市 9 个县（市、
区）70 家犬伤门诊共报告 84919 例狂犬病暴露，较去年同期
（80259）上升 5.81%。从暴露动物来看，以暴露于家养动物为
主，其中 74390 人次暴露于犬，占总暴露人数的 87.60%，其次
为猫，占 6.57%。
“一犬伤多人”事件波及面广，影响恶劣。自 2015 年开
始，我市正式开展“一犬伤多人事件”的监测，追寻可能存在
犬伤后未正规处置的患者，并主动对患者及时救治。2016

年，全市 9 个县（市、区）报告“一犬伤多人事件”4 起，其中黄
岩 2 起，天台、温岭各一起。累计暴露人群 12 人，其中死亡 1
人。
均已追访到位，
并按要求接受犬伤暴露后处置。
在积极开展可疑动物伤救治的救治工作中，我市进一
步完善犬伤门诊服务网络，延长服务时间。当前，全市 9 个县
（市、区）各级各类犬伤门诊总计 70 家，其中规范犬伤门诊 5
家，合格犬伤门诊 55 家，待评价犬伤门诊 10 家，犬伤门诊完
成全县（市、区）覆盖，基本构建全市犬伤防治服务工作网
络。
记者 姚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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