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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下午 2时 30分许，
在大麦屿港5万吨级集装箱码头，随
着大型龙门吊将第 15万个集装箱从
码头吊装到停靠在港内的“恒盛 21
号”货轮上，标志着大麦屿港创下台
州单一港区首次突破 15万标箱的历
史性纪录，提前一周完成了年度目
标。

与去年同期相比，大麦屿港集
装箱吞吐总量已完成 151426标箱，
增长 48.88%。其中，内贸集装箱达
到 11.53万标箱，增长 42.56%，外贸
集 装 箱 达 到 3.6 万 标 箱 ，增 长
73.51%。预计到 12月 31日，大麦屿
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将达到 15.7万标
箱左右。

“比去年新增的 5万标箱，主要
得益于宁波舟山港并购大麦屿港，新
增了辽宁盘锦至大麦屿、温台驳支
线、宁波至大麦屿支线等航班，为大
麦屿港完成 15万标箱奠定了坚实基
础。”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市场
总监陈淑卫欣喜地说。

据了解，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
重视和大力支持大麦屿港集装箱运
输发展。从 2007年开始，经过 10年
努力，大麦屿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实现
跨越式发展，并在 2016年 10月取得
港口国际代码：CNDMY，成为集装箱
国际贸易结算港。大麦屿港现有内
外贸集装箱主要航线 10条，开通了
至丹东、营口、唐山（曹妃甸）、青岛、
宁波、温州、福州、汕头、广州（九江）

等港口的内贸集装
箱航线和至宁波舟
山港的外贸集装箱
内支线，航线已覆
盖国内沿海各主要
港口。

2018 年 11 月
22日，宁波舟山港
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
限公司股权协议签
订，标志着大麦屿
港与宁波舟山港集
装箱运输合作全面
启动，大麦屿港和
宁波舟山港正式定
位集装箱运输“喂
给港”与“枢纽港”
关系。同时，随着
台州沿海高速的全
线开通，意味着温
州、台州东部沿海
经济集聚区通道将
被打开，大麦屿港
的集疏运条件也将
大大改善，这都为大麦屿港的发展带
来新机遇、新动能。

2019年，宁波舟山港集团将致
力航线、箱源、服务等问题，通过加大
支线航班密度、拓展内外贸航线市
场、节省物流成本等措施，鼓励玉环
及周边地区企业弃陆走水，改从大麦
屿港进出货物。同时，积极引进船公

司、代理公司、仓储公司等企业入驻
大麦屿港，并加强与宁波、温州的港
口联动，不断做大中转集装箱量。此
外，还将增加设备配备，大力开展堆
场改造等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港
口对外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大
麦屿港开发开放。

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童浩表示：“我们集团将和玉环市
共同努力，以把大麦屿港打造成为浙
南重要枢纽港之一、台州市最大集装
箱枢纽港为目标，争取 2019年集装
箱吞吐量翻一番，突破30万标箱，充
分发挥港口集聚效应，带动玉环经济
加快发展。”

（倪孔法林航宇 应卫文/摄）

大麦屿港集装箱吞吐量首破15万标箱
创下台州单一港区历史性纪录

本报讯 昨天，我市召开《玉环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建 设 总 体 规 划
（2018- 2030 年）》（以下简称《规
划》）评审会。经过认真严谨的评审
论证，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规划》，
这标志着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又
迈出了关键一步。

省林业局副局长杨幼平出席评
审会；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周国模等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市
领导吴才平、陈威参加评审会。

2015年，玉环成功创建省级森
林城市；去年，成为台州市第二个、
全省第三个实现森林城镇全覆盖的
县级市。近3年来，我市累计投入9
亿元，抚育森林面积26.4万亩，森林
覆盖率达 39.4%，新建和改造公园
绿地 20处 236.3亩，新增干线公路
与骨干河道绿化面积84.22公顷，打
造了玉环湖绿道、农业观光园、漩门
湾国家级湿地公园等绿化景观……

“多层多极多点”的城乡绿地主框架
布局形成。在今年的“两山”发展百
强县名单中位居第14名。

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听取了编
制单位的情况汇报，审阅规划文本，
经质询与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
《规划》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全面
落实国家关于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
战略部署，对加快玉环建设“城市大
花园”，实现生态富民，改善人居环
境，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乡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规划》资
料翔实，编制依据充分，建设目标明
确，内容全面，重点突出，符合国家
森林城市建设规划编制规范，具有
较强的科学性；《规划》提出的森林
城市建设布局以及建设工程符合实
际，保障措施可行，可操作性强。

杨幼平对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玉环
要高起点规划，切实把《规划》贯穿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全过程；要高标
准建设，在森林景观改造、生态文化
挖掘、生态功能发挥等方面下苦工，
让百姓乐享“绿色福利”；要高质量
管理，加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打造生态宜居的样板城市。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才平指出，
我市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
更要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特别
是狠抓森林城市建设，将其作为保
护城市生态、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的重要抓手。要坚持规划先
行，突出项目带动，以“绿彩玉环”为
载体推进珍贵彩色森林建设，以“美
丽乡村”为平台推进村庄绿化，以

“美丽公路”为纽带推进生态廊道建
设，着力打造点线面并进的“城市大花园”。

吴才平表示，我市将以此次评审会为契机，对标《国家森林
城市评价指标》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重点，巩固特色、补
齐短板，加大投入、形成合力，努力推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
再上新台阶，全力开启玉环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张莺莺董伯志 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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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00多张图片，200页史
料……昨天，在庆祝玉环改革开放
40周年图文展开幕式暨新书发行仪
式上，这样一本《图说玉环改革开放
40周年》史料正式出版面世。

市领导林成辉、杨良强、胡载彬、
陈建波、萧诗跃出席活动。

“1978 年至 2018 年的 40 年间，
如果说浙江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模范
生，那么玉环应该是这班模范生中的
优等生……”在史料前言中，主编骆
战红这样写道。

在玉环文化馆展厅内，整本史料
被做成展板，一张张被放大的照片让
观众们犹如坐上了“时光机”，沉浸在
旧时记忆中，也走进了玉环改革开放
风云激荡的40年。

在一张名为《运石车》的黑白照
片前，作者李文柏驻足许久，回忆起
当时拍摄的场景，他感慨万千：“当时
拍摄资源有限，这是我扛着老相机，
脱了鞋子、卷起裤脚，踩进泥巴地里
拍的。回来之后，还得自己洗照片。”

李老从事摄影 50余年，他也是
这次史料的编委，有 50多张作品被
收录其中。他告诉记者，老一代摄影

爱好者当年很“疯
狂”，有时候为了拍
一张乡下务农的照
片，得徒步翻山越
岭。“但现在回过头
看这些照片，那时
候经历的事情很有
意思，拍下来的照
片很有意义。”李文
柏笑道。

据了解，《图说
玉环改革开放 40
周 年》分 12 个 篇
章，通过图文形式
解读玉环 40 年改
革开放历史的巨大
变迁和伟大成就。
书册刊出的 500 多
张图片是向广大市
民征集而来的，其
中有近 300张为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历史老照片，它们中有 99%为第一
次正式面世。

“努力通过汇聚一个个历史瞬
间，寻找不同方向的视角，以期为读

者提供更多的窗口，来观察历史本
真，还原历史足迹，汲取前人的精神，
充盈前行的力量。”骆战红说道。

当天活动还举行了专家讲座。

另悉，玉环改革开放 40周年图
文展将持续半个月左右，并择期到各
乡镇（街道）巡展。

（王敬李辛/文 吴晓红/摄）

坐上“时光机”纵览40年
玉环改革开放40周年图文展开幕

本报讯 12月17日，省农
业农村厅公布了 2018年度种
植业“五园创建”省级示范基
地名单，共计 127个，我市的
玉环文旦精品果园省级示范
基地和“龙额”火山茶生态茶
园省级示范基地入选。

玉环市白云果蔬专业合
作社作为玉环文旦精品果园
省级示范基地创建主体，建
设规模 100亩，建成后将形成
基础设施完善，集种植生产、
采摘观光、试验示范为一体
的综合生态园。“龙额”火山
茶生态茶园省级示范基地的
创建主体为浙江龙额火山茶

业有限公司，建设规模 700
亩，通过茶叶生产、科普教
育、旅游观光，形成产业、文
化、旅游功能的融合叠加效
应。

据了解，计划到 2020年，
我省将创建 500个生态茶园、
精品果园、放心菜园、特色菌
园、道地药园等“五园”省级示
范基地，通过强化政策引导、
明确创建标准、落实具体举
措，以点带面、精准发力、层层
推进，全面促进主导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实现种植业高水
平、高质量发展。

（胡丹）

2018年度种植业“五园创建”
省级示范基地名单公布

我市的“文旦”“火山茶”入选

□导读

2018年度全省示范型放心景区公布
漩门湾湿地公园、大雷山景区上榜

——详见2版

本报讯 昨天，由省爱卫发展中
心主任、省爱卫办副主任张新卫带队
的省爱卫办调研组一行，对我市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进行现场调研并
召开反馈会，为进一步巩固和提升

“创国卫”工作给出指导性意见。
市领导施红兵、杨良强、王超、吴

玲芝参加会议。
会上，调研组结合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标准对本次及本月初的暗访检

查情况进行反馈，肯定了我市“创国
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从爱国卫生
组织管理、健康教育、市容环境卫生、
环境保护、重点场所卫生、食品和生
活饮水安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方
面对我市“创国卫”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提出了具体整改意见。

调研组要求，玉环要进一步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确保严标准、扫盲
区；要进一步正视问题、补齐短板，做

到重统筹、抓共建、提品位；要进一步
广泛发动、部门联动，确认主体责任，
建立长效机制。

施红兵对调研组一行为我市“创
国卫”工作“把脉问诊”表示衷心感
谢，并表示要以反馈会为契机，进一
步统一思想、营造氛围，充实和加强
各级“创国卫”工作机构，明确各级、
各部门职责；要直面问题、切实整改，
进一步摸清短板，抓紧梳理、细心研

究，列出清单，分解责任，按照定人
员、定措施、定时限的要求，分门别类
专项整改；要立足长远、形成长效，进
一步强化目标管理、建立综合治理机
制，统筹各方力量，发动人民群众广
泛参与，加大合作力度。同时，借助

“创国卫”不断总结经验、求真务实，
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品位，全力
确保通过最终的暗访和验收。

（郑茜予刘斌辉）

我市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省级调研反馈会

统一思想 落实整改 形成长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