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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 20日上午 9时
许，玉环市人民医院与台州恩
泽医疗中心叶丽萍团队名医工
作室举行签约揭牌仪式。这意
味着叶丽萍团队名医工作室正
式落户市人民医院，双方将在
医、教、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
作。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
出席签约揭牌仪式。

叶丽萍是全国知名的消化
内镜专家，台州消化内科领军
人，擅长消化系统危重和疑难疾
病的诊治，特别在消化内镜微创
治疗消化道癌、肝硬化消化道出
血、胆胰疾病等手术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及创新性，在国内外享
誉盛名。

叶丽萍团队名医工作室成
立后，将通过团队协作、资源互
补、平台共享、学科帮扶等形
式，指导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在临床、科研、学术和人才培养
方面的工作，使台州恩泽医疗
中心与玉环市人民医院的医疗
资源得到有效对接，带动提升
市人民医院诊疗水平和科研能
力，促进我市整体医疗水平稳
步提升。

杨良强要求，市卫生健康
局要以此为契机，以点带面，
全面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力争把“健康玉环”工作做成
亮点工程、样板工程；市人民
医院要立足新起点，充分发挥
名医的引领作用，实现基层医
院与大医院的信息共享，加快
学科建设与学科骨干培养，不
断提高诊疗水平，打造群众满
意医院；更多年轻医生要抓住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能够从
叶丽萍这样的名医身上学有所
得、学有所成，以更精湛的技
术去回馈和服务全市广大人民
群众。

签约揭牌仪式后，叶丽萍专
家团队还开展了现场义诊。

（李敏敏 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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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省委、省政府批准的
我市机构改革方案，昨天，我市一批新
组建部门挂牌。

此次挂牌的新组建部门包括中共
玉环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玉环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办公室）、中共
玉环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
共玉环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
共玉环市直属机关工委、玉环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玉环市应急管理局、玉环
市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玉环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玉环市卫生健康局、玉
环市医疗保障局、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玉环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玉
环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等。

市领导王正雷、郑志源、柯寿建、
孙群、杜年胜、王超、陈建波、陈威为
新组建部门揭牌。

此次机构改革，我市全面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明确的改革任务，不折不
扣完成各项规定动作，党政机构设置
总体上与省委、省政府和台州市委、市

政府机关基本对应，确保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其中，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统
筹了全市各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按
照统筹设置职能相近、联系紧密的党
政机构的要求，将市农办、市农业局和
市水利局的职责以及相关部门职责整
合，组建玉环市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加
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同时，把更加重视民生和社会治理体

系建设摆到突出位置，在文化旅游体
育、卫生健康、退役军人服务、应急管
理、医疗保障等领域组建一批新机构，
充实优化了新职能，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此次机构调整，将在春节前做好
新组建部门领导班子、集中办公和挂
牌以及人员转隶工作，并严格制定

“三定”方案，为新一年的工作开好
局、起好步，确保各项改革任务落地
见效。 （林航宇）

我市一批新组建部门昨天挂牌

本报讯 1月 17日上午，台州银
行玉环玉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正式
开业，这是台州银行南片区域开设的
第23家支行，成为我市小微企业又一
合作伙伴。

当天一大早，在台州银行玉环玉
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的营业大厅，刚
办理完贷款业务的玉环潘友汽配厂
负责人潘志友显得很兴奋，他说：“我
们一下子从银行把用于原材料购买
的资金贷下来了，过程很顺利，而且
银行利息不高，为我们节约了不少成
本。”

原来，前些日子让潘志友最烦心
的不是企业没有订单，而是流动资金
一时周转不开，扩大生产所需的原材

料一直无法到位。有了这笔贷款，企
业订单有望在春节前完成，这着实解
决了燃眉之急。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一直是各方
关注的焦点，从国家到地方，层层出
台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政
策。“我们发力小微金融服务，不仅是
响应国家政策，履行社会责任，也是
拓展自身发展空间的内在要求。”台
州银行玉环玉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行长林雷说。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市新增2家
商业银行、2家转贷试点公司、1家融
资担保公司，采取排污权抵押融资、
纯商标质押贷款、专利抵押贷款等多
样化金融服务，金融业态不断丰富。

截至去年 12 月末，各项贷款总额
550.25亿元，比年初增加 53.74亿元，
同比增长10.82%，其中小微企业贷款
总额 151.41亿元，超过全市贷款总量
的1/4。

我市金融业主动作为，以“金融
活、经济活”的工作理念，积极丰富金
融业态，增加金融供给，充分发挥金
融动能助推小微经济发展，解决企业
融资难问题。

“去年我市积极在推动小微企业
金融改革，信保基金扶持力度居台州
市首位，小微企业的融资生态得到了
很大改善。”市金融办副主任张建国
告诉记者，接下来他们将扩大信保基
金的服务面，惠及我市更多小微企

业；同时加强与银行合作，推出更多
金融产品，让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满足
企业发展需求。

（李敏敏 沈思维）

丰富金融业态 满足企业所需

我市新增一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本报讯 近日，2018 年

第二批台州市省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名单公布，我市的台
州佳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奥德华科技有限公司、
玉环市润谊橡胶制品有限公
司等 232家企业名列其中，
此次台州市共有 619家企业
入选。

据了解，省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是根据浙江省科学技
术厅《关于做好科技系统下
放行政审批和管理事项工作
的通知》，按照《浙江省科技
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台州市对申报企
业进行审核与公示，并经研

究而认定的，旨在通过认定
积极推进创业创新，加快培
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科
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倍增目
标。被认定为省级科技型中
小企业将获得省科技厅统一
印发的“浙江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证书。同时，各级科技
部门、省级创新载体将优先
支持被认定企业创新发展，
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下阶段，我市将加大对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力
度，落实好各项扶持政策措
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孙招勇）

2018年第二批台州市
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公布

我市232家企业上榜

1月21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杨良强督查大麦屿街道企
业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柯寿建督查干江栈台渡
口安全及小家具、小橡塑企
业消防整治。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庞伟峰督查企业消防整
治。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符进友督查龙溪镇居住
出租房和企业消防整治。

本报讯 昨晚，市传媒中心一号
演播厅内暖意融融，首届“道德模范”
颁奖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市领导林先华、阮聪颖、杨良强、
符进友、陈建波、吴玲芝出席颁奖仪
式并为首届“道德模范”（团队代表）
颁奖。

越是平凡，越是可贵。当晚的颁
奖仪式上座无虚席，伴随着动人的音
乐，10个“道德模范”（团队）在普通岗
位上默默坚守的故事被串连成一段
段 VCR，整个演播厅内充满了正能
量。

随后，“道德模范”（团队代表）们
先后走上舞台，与观众见面，并接受
主持人专访。他们分别是：坎门街道
关工委名誉顾问郭口顺、玉环中学副
校长施小斌、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民警颜曰春（已故）、市城市管理局市
容环卫管理科科长林明义、大麦屿街
道老郑调解室负责人郑光友、市阳光
救援队、市人民医院外一科护士长姚
雪燕、玉环洁达环卫公司员工于刘
杰、芦浦镇井头村村民赵长招、沙门
镇都墩村村民丁塞金。

据了解，近年来，全市各地、各部
门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大力
推动思想道德建设，涌现出了一大批
道德模范人物，并且在全社会掀起了
学习道德模范、崇尚道德模范、争当
道德模范的热潮。2018年 9月，市委

宣传部组织开展首
届“道德模范”评选
活动，经过全市各地
各单位推荐，评委会
综合评审，评选出大
家心目中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
爱亲的 10 个“道德
模范”。

“我现在所做的
所有事情，都是我应
该做的。拿到这个
荣誉对我来说既是
鞭策也是鼓励，在接
下来的工作中，我一
定会竭尽所能，做一
名合格的‘白衣天
使’，回馈社会。”见
义勇为道德模范姚
雪燕说。

双手捧着荣誉
证书，诚实守信道德
模范于刘杰显得格
外珍惜。“作为一名
新玉环人，我感受到
了玉环市委、市政府对我的厚爱，我
将以此为殊荣，更加努力工作，脚踏
实地走好每一步，为玉环发展献出自
己的一份力。”于刘杰坚定地说道。

台上，道德模范传递精神与风

尚；台下，观众认真聆听备受鼓舞。
“今天在现场看到了这么多的道

德模范，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榜样，我
也要向他们学习，更好地融入社会。”
市民汪士占笑着说。

市民颜李绩则表示，玉环是个温
暖的地方，在颁奖仪式上，他感受到
了满满的正能量，发自内心想为道德
模范点赞。

（曹思思 董伯志/文陈灵恩/摄）

感受温暖力量 传递道德风范

玉环首届“道德模范”颁奖仪式举行

林先华为郭口顺颁发荣誉证书并合影林先华为郭口顺颁发荣誉证书并合影。。

□导读

春运大幕昨日拉开
——详见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