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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利奇马”台风过
后，玉环各地满目疮痍。尽快
让群众生产生活重回正常轨
道，是市委书记、市长吴才平心
中最牵挂的事。尽管已经三天
两夜没怎么休息，他仍然抖擞
精神，辗转奔波于沙门、干江、
龙溪等重灾区，忙碌在督察指
导灾后自救的第一线。

昨天上午 8时 30分，顾不
上彻夜坐镇市防台防汛抗旱指
挥部的疲惫，吴才平又出发赶
往龙溪山外张村，这里是杭绍
台高铁玉环段先期工程项目部
所在地，台风中，项目部的办公
用房被刮倒，所幸人员已提早
撤离，没有造成伤亡。“人安全
就好，在这里还是要拜托大家，
项目不能停工。”吴才平说。
据悉，台风期间，我市部分重
点项目的办公、住宿用房不同
程度受损，在干江滨港工业
城，多个项目部办公用房被狂
风刮倒，坍塌在地。吴才平一
边慰问项目部指战人员，一边
叮嘱他们，这些项目都是玉环
重大的产业、民生项目，“等不
起、拖不得”，要抓紧清理，尽
快恢复施工。

在浙江巨龙流体智控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员工正忙着
清理仓库。受台风影响，该公
司库房进水，存放在里面的成
品受淹，损失近 800万元。面
对心情沉重的企业主，吴才平
勉励说，大灾面前，广大企业
家要保持信心，积极开展生产
自救，全力挽回损失。他要
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及时
深入企业，为企业提供贴心暖
心的服务，帮助企业迅速恢复
生产。

随后，吴才平一行来到干
江的田间地头，看着积水退去
后蔫答答的西瓜藤和泡过水
的西瓜，他的心情和瓜农一样
沉重。他恳切地说，面对建国
以来正面袭击我市的最强台
风，全市上下损失惨重，大家
的心情我们感同身受。希望
大家立足自力更生，抓紧时间
抢修补种，尽量把损失降到最
低。也请大家放心，市、镇两
级党委政府会始终和你们在
一起，成为大家生产自救的坚
强支撑和后盾。

督察中，吴才平还走访慰
问了奋战在抢修一线的电力
工人和坚守在基层一线的党
员干部，向这些“最可爱的人”
致以感谢和敬意。他说，台风
前后，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一线、
战斗在一线、坚守在一线，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的初心
和使命。大家辛苦了，但现在
还不是歇一歇的时候，希望大
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带头
投入到灾后自救中，示范引
领、全面动员广大群众，在大
灾面前坚定信心，齐心协力，
自救互救，重建美好家园。

（应挺刚 林航宇 陈灵恩）
又讯 8月10日下午，台州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单坚，市
领导吴才平、陈威来到我市受
灾最严重的沙门镇，实地督察
指导灾后自救工作。

单坚、吴才平一行来到灵
门渔船避风锚地升级改造工
程工地时，现场还残留着“利
奇马”的痕迹，挡浪闸口水流
湍急，水位较平时有明显上
升。单坚指出，防汛排涝工程
是防汛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
关键时刻要起作用，有关部门
要采取科学措施，妥善处理好
眼前的问题，及时消除灾后险情与隐患。

在位于沙门中滨路高架桥下的立新塘河与灵门河交界处，经
过连夜暴雨，这里的河水早已涨至与道路平齐，影响了过往车辆
的正常通行。对此，单坚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加大排水措施、
增设排水设备，想尽一切办法，在最短时间内将积水排除，确保车
辆正常、安全通行。

“利奇马”携风带雨而来，一夜之间，沙门镇白岭下村道两侧
近千亩的稻田变成一片汪洋。单坚来时，这里的积水已逐渐退
去，稻苗露出一小节绿色的尖儿。见此，单坚叮嘱说，排涝救灾是
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进一步把排涝救灾工作做实做
细，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一起重建美好家园。

督察中，吴才平表示，玉环广大党员干部将进一步发扬不怕
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积极开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重点关注
各地淹泡地段，继续把排涝救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层层落实、
责任到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同时，全力组织群众开展生
产自救，尽量把台风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步跟进卫生防疫工
作，确保大灾过后无大疫。 （曹思思 张泽鹏 吴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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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利奇马”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正面袭击台州的最强台风，
其登陆点紧邻玉环，给我市带来了
强风强降雨，造成了重大影响。8月
10日上午，省委书记车俊，省委副书
记、省长袁家军，台州市委书记陈奕
君，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晓强分
别通过视频连线，了解各地受灾情
况，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迅速投入灾
后自救。我市也紧急召开市委常委
（扩大）会议，部署当前抢险救灾工
作，全力争取尽快恢复城乡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市领导吴才平、施红兵、阮聪颖
等参加会议。

“台风虽然已经登陆，但对玉环

的考验刚刚开始。”市委书记、市长
吴才平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强
调，全市上下要贯彻落实上级要求，
保持思想上的极端重视，发扬连续
作战的精神，迅速组织开展灾后自
救工作，做到工作不放松、力度不减
弱，确保“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

吴才平指出，全市上下要及时
转变工作重点，把灾后自救作为当
前压倒性的任务，集中精力，迅速行
动。当务之急要全面统计受灾情
况，科学统筹安排救灾力量；要尽全
力尽快排除险情，妥善转移安置好
受灾群众；要分清轻重缓急，集中兵
力清理重点区域、危险区域，优先解
决交通、供水、供电问题，尽快恢复

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突出防范地
质灾害，加大巡查监测力度，发现情
况及时预警，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要进一步强化重点人员管控，台风 I
级响应不解除，转移出来的人员坚
决不能回流、进港避风渔船不能私
自出港；要全面做好救灾服务，涉
企、涉农部门都要深入重点区域，指
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尤其要迅速
跟进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居民集
中安置点公共卫生、饮水安全、食品
安全的监督管理，坚决防止疫情发
生。

吴才平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压实责任，切实加强对灾后自
救的组织领导。市四套班子领导要

以上率下，动员督导各乡镇（街道）、
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扛起领导组织、协调落实灾后
自救的责任；尤其要耐心做好群众
思想和服务抚恤工作，保证群众情
绪稳定。宣传部门要加强宣传引
导，既要把灾情讲清楚，取得群众理
解和支持，同时动员广大群众立足
自力更生，开展自救互救，尽快让生
产生活回到正常轨道。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前，吴才
平还来到国网玉环市供电公司、市
住建局、市公安局，看望慰问奋战在
抢险救灾一线的指战人员，现场检
查指导灾后自救工作。

（罗俊 应挺刚 ）

吴才平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要求

迅速投入灾后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本报讯 8月 8日下午，市委书
记、市长吴才平来到市行政服务中
心，督查“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特
别针对当前问题，提对策补短板，助
推改革工作上水平、高质量。

市委常委孙群参加督查。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营商环境

优化、网办率提升、改革延伸扩面
三大目标，各项改革任务逐步推
进；同时以民生领域为重点，在实
行助残服务“1+X”模式、探索餐饮
行业“三位一体”事中事后监管共
治模式、开展医疗保障领域改革台
州试点工作等便民利民改革方面
成效逐步彰显。据统计，根据省、

台州市改革工作年度要点和考核
指标要求，结合玉环实际，我市梳
理了 131项重点改革任务，涉及 73
个市级部门及各乡镇（街道），均明
确了牵头及协同单位，并确定 90项
市领导领衔的重点改革项目，进一
步压实改革职责。

督查中，吴才平一行了解了不
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等窗口的办事
情况及榴岛助跑服务，听取了工作
汇报，梳理了有关问题与意见。

吴才平指出，今年以来，各级、
各相关部门多措并举，全市“最多
跑一次”改革工作开展平稳有序，
成效明显。但对照高标准、高水平

的要求，还存在争先进位意识不够
强、改革落实进度相对滞后、落地
执行打了折扣、流程设计还需进一
步优化等短板，对此要坚持问题导
向，精准发力，迎头赶上，进一步为
群众和企业营造满意的营商服务
环境。

吴才平要求，要认清形势，鼓足
干劲，务必从“被动抓”向“主动抓”
转变。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形成共
识，将改革工作提升到讲政治、讲大
局，优化营商环境，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理念的高度，强化主动抓好
改革、承担改革重任的责任意识和
担当意识。

吴才平还要求，要迎难而上，
果敢创新，务必从“线下办”向“线
上办”转变。要注重从多宣传引
导、重流程再造、攻事项梳理等措
施入手来破解难题，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要只争朝夕、多
管齐下，务必从“干得了”向“干得
好”转变，做到试点先行彰显特色，
巧借外力推陈出新，同时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充分利
用考核督导手段奖优罚劣，推动改
革有效落地，让“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承诺成为群众和企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罗俊 董伯志 吴晓红）

吴才平在督查“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时指出

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发力营造更优环境

本报讯 昨天下午，吴才平、施
红兵、林成辉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带
头深入各地开展“我爱我家”活动，
以实际行动发动全市上下积极投入
到灾后自救中来，形成党员干部及
社会各界共参与的良好氛围，众志
成城打赢抢险救灾这场硬仗。

当天下午，吴才平、郑志源、柯
寿建、杜年胜、陈云岳、蔡木贵、萧诗
跃、吴玲芝等市领导来到玉城步行
街开展“我爱我家”灾后自救活动。

在现场，市领导和300多名来自
各机关单位、村居党员干部以及志
愿团体，拿起扫帚、簸箕等工具，对
污损路面进行清扫，对被台风折断
的枝条进行清理。期间，道路两边
倒伏的树木也被电锯锯断，大家齐
心合力将其清除。

清扫中，大家不顾天气炎热，挥
汗如雨将垃圾聚堆，用清运车装走，
最后再用清水清洗路面。经过一番
努力，路面上的淤泥和杂物得到清
理，街道重新恢复了干净、整洁、规
范、有序的面貌。

市委书记、市长吴才平在活动
中强调，今年第9号台风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正面袭击台州的最强台风，
对我市造成了重大影响。为早日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各地、各单位
要充分认识到灾后自救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形成党员领导干部带
头、发动群众及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的浓厚氛围，迅速行动起来，让美丽
玉环重新绽放光彩。

从 8月 11日至 17日，我市将利
用一周时间，形成市领导带头示范、
部门乡镇机关干部全体参与、各类
志愿服务团队等各行各业共同参
与、全民行动“我爱我家”的工作格
局，在全市集中开展道路清理清障、
灾后卫生防疫、河道保洁保卫、灾后
受损修复、农业抢救补救、企业生产

恢复、送清凉送关怀等各项灾后自
救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

（罗俊 董伯志 吴晓红）
又讯 昨天下午，市领导施红

兵、杨良强、曹英姬、张海舟、符进
友、王超、陈茂荣深入大麦屿街道，
与机关干部、党员志愿者、巾帼志愿
者、文化礼堂和经典诵读点志愿者、
大麦屿天宜社工、海军 92529部队、
海韵救援队等，共380余人共同开展

“我爱我家”灾后自救活动。
在东升路沿线，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施红兵带队将沿线灾后垃圾一

一清离现场，大家全然不顾扬起的
飞尘，仔细打扫着马路的边边角角，
经过一番清扫，原本脏乱的街道恢
复了整洁。

活动中，得知大麦屿街道不少
绿化受到了影响时，市领导主动要
求到现场查看。

在大麦屿隧道出口新园村位
置，只见 10余株银杏树倒卧在地，

“树木离开土壤太久就彻底毁了，我
们现在就把它扶正。”“但这树很
重。”一旁的园林绿化工作人员说
道。“没事，我们人多力量大。”话音
刚落，市领导就带着大麦屿机关干

部们一起，用尼龙绳拴住树干，用力
拽住绳子劲往一处使。伴随着一串
整齐的喊声，成排倒卧的银杏树恢
复直立，大家虽然身上流着汗，但脸
上却挂着笑容。

当天，还开展了护栏安装、防疫
消杀、河道清洁保卫等工作。

（王敬 沈思维）
又讯（记者 李敏敏 吴铭）昨天

下午，市领导林成辉、孙群、庞伟峰、
章勇、胡载彬、李丹佳、池涛、陈明迪
来到坎门街道海城路，走上街头，与
坎门街道的群众一起投身“我爱我
家”灾后自救活动。（下转第2版）

众志众志成城成城扮美玉环扮美玉环
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开展“我爱我家”灾后自救行动

吴晓红吴晓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