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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参天之木，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9月 16
日，我市举行市管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读书
班开班仪式。会议指出，必须坚持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学深悟透、
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思
想自觉开展主题教育，确保交出一
份高分“玉环答卷”。

连日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全市各地党员干部
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
要全面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紧密
结合玉环实际，自觉践行初心和使
命，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加快推进“两个高
水平”建设。

市府办主任詹福章表示，要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
自觉投身主题教育，把学习教育、
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
全过程，做到“拉高标杆主动学、深
挖根源潜心找、触及灵魂深入思、脚
踏实地扎实干”，达到理论学习有收
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
当、为民服务解难题的目标。

“结合此次主题教育，我们一定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贯彻‘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
求，准确把握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
的深刻内涵，把重点落在城市有机
更新上，大力推进城中村改造、老
旧小区更新等城市基础设施与攻坚
项目的建设，持之以恒为人民谋幸
福，为玉环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新动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委书记赵晓华说道。

作为一名乡镇基层党员干部，大
麦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林楚法自觉把此次学习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实际行动。他说，大麦屿街道作
为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的主战场之
一，制定了三年有机更新行动总计
划，把美丽建设工作与美丽乡村、美

丽城镇、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及
全域土地整治等有机结合，高质量推
动主题教育落地、落实。

不忘初心方能砥砺前行，牢记
使命才能赢得未来。沙门镇党委副
书记陈志法坦言，乡镇工作繁杂、
任务重，时常会感到“本领恐慌”。
主题教育通过集中学习、分组研讨
等方式，是广大党员干部学思践
悟、知行统一、全面提升提供修身
立业的“压舱石”。“接下来，我们
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紧扣主题教育部署要求，重
点聚焦双进大比拼、污水零直排、
美丽河湖等攻坚破难行动及民生痛
点，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张莺莺 马冬笑）

坚守初心不忘本鼓劲扬帆再出发
主题教育在全市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本报讯 9月17日下午，烈日
炎炎，坎门中心渔港的渝汇堤坝
上，近百名来自坎门街道“医路
同行”党建联盟的党员、青年志
愿者汇聚在这里，共同清除斜坡
上的杂草，用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助力创国卫。

据了解，今年初，坎门街道

党工委与玉环市人民医院健共体
集团坎门分院党总支结对成立了

“医路同行”党建联盟。
当天下午2时30分，600米长

的堤坝上随处可见弯腰劳作的
人，大家手持钉耙、铲子、扫帚
等工具，将杂草清扫干净，干得
热火朝天。经过一个下午的努

力，600多米的堤坝焕然一新。
坎门街道机关党员孙冰霖说

道：“太阳的曝晒丝毫没有减少同
志们干活的热情。虽然有点累，
但我们一起完成了清扫工作，也
算是为创国卫、美丽玉环建设尽
了一份力。”

（潘瑶强 文/摄）

坎门：党建联盟践初心让堤坝换新颜

本报讯 受弱冷空气
和海上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
响，9月 19日至 22日，我
市沿海都将有 8-10级大风
过程。为了确保安全，许多
渔船纷纷回港避风。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坎
门中心渔港，看到不少渔船
已提前停靠在港内避风。码
头上，有的渔民在修补捕虾
拖网，有的在搬运作业工
具，还有的则在加固缆绳，
防止渔船因大风发生碰撞。

“我们几天前收到了冷
空气通知，就回码头避风
了。这两天都在整修渔船，
准备等冷空气过后，立马出
海。”浙玉渔 11518船员王
永峰边加固缆绳边说。

据了解，我市现有427
艘渔船出海进行捕捞作业，

此次冷空气来袭，影响了渔
船的安全作业。除坎门中心
渔港外，鸡山、大麦屿、沙
门、干江渔港内也停有不少
回港避风的船只。

在大麦屿港码头，随着
一艘艘渔船陆续回港，码头
上的工人们也开始忙碌起
来。他们从渔船上不断地卸
下海鲜，装盘、打包，准备
运往各个市场进行售卖。

“我们这趟大概出去了
三四天，收到冷空气通知就
立刻回来了。这趟收益还不
错，船舱几乎都装满了。”
船老大张安国看着满载而归
的鱼货高兴地说。

截至昨天下午记者发稿
时，我市已有417艘渔船回
港避风，剩余的正在回港途
中。 （林俐 王凌轩）

冷空气来袭

渔船回港避风

本报讯 近日，玉城街道人
大工委组织了辖区的市人大代
表、街道选民代表对玉城街道老
旧工业点改造区块进行视察，同
时深入工业点所在村居督查环境
卫生整治情况，确保“创国卫”
迎检准备工作落实到位。

各位代表分两个网格，在2天
时间里，先后实地视察南大岙工
业区和龟山沙鳝工业区，详细听
取有关老旧工业区块改造的整体
部署及建设进展。

据了解，玉城街道共有 12个

老旧工业点改造区块，总面积约
1767亩，涉及企业746家。南大岙
工业区作为玉城街道启动相对滞
后的改造区块，目前已进入土地
拍卖阶段。龟山沙鳝工业区近期
将开始进行整体规划设计。

“保洁有分区吗？平均多久倾
倒一次垃圾？”在视察中，代表们
通过询问环卫工人，了解村居环
境。在视察过程中，代表们也发
现一些卫生死角存在积水、散发
恶臭，垃圾处理能力有待加强等
问题。为此，代表们现场提出了

更换垃圾桶、垃圾统一处理、加
强环卫工人管理等若干建议意
见。

视察后，代表们纷纷表示，
城市有机更新要顺从客观条件，
在加快老旧工业点改造的同时，
要注意保护环境；改造要做到规
划先行，事先做好整体规划方
案，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进行建
设；要把握住创国卫的契机，狠
抓落实，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
新路子。

（瞿玲倩）

玉城：代表网格履职 护航绿色发展

本 报 讯
“我下午 2 时把
对虾打包好放
在码头，你准
时来取。”9 月
18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许，在玉
城街道江岩岛
海边的一口池
塘，当地养殖
户陈官平接到
新订单后，马
上吩咐伙计们
捕捞南美白对
虾。

眼 下 ， 正
是南美白对虾
起 捕 的 季 节 ，
陈官平养殖的
南美白对虾开
始 大 批 量 捕
捞，目前已销
售了 5000 余公
斤。

“今年我一
共承包了 4口海
水池塘，总面
积约 100亩，采
取鱼虾贝立体
混养，充分利
用水体空间。3
月上旬开始投
放第一批南美
白 对 虾 虾 苗 ，
数 量 有 80 万

尾，一个月后投放第二批虾苗，数量80
万尾，两批虾苗都是福建那边苗场提供
的。”陈官平介绍道。

陈官平是当地南美白对虾养殖大
户，技术硬、产量稳、效益高，也很乐
意与村民们分享自己的养殖技巧。

“池塘里除了对虾，还有贝类和鱼
类，当池塘里出现病虾时，这些鱼苗能
及时将行动笨拙迟钝的病虾吃掉，防止
虾病扩散，起到‘清道夫’的作用，对
正常的虾苗没什么影响。同时，这样混
养的黑鲷和鲻鱼品质比单养的好很多，
上市后很受欢迎。”陈官平说道。

因为海水池塘养殖的南美白对虾口
味要比淡水池塘养殖的好，所以市场上
凡是挂着“江岩岛”品牌的对虾和贝类
水产品口碑一直很好，价格自然也比别
人高出许多。

“每到八九月份对虾起捕的季节，
就有人来问，来买的大多都是回头
客。”陈官平乐呵呵地说道，不出意外
的话，估计百亩池塘里的对虾产量可以
达到1万多公斤。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江岩岛
上的渔民共养殖南美对虾600亩，再过1
个月左右将结束对虾捕捞。紧接着，池
塘养殖的贝类将陆续起捕，明年 2月将
起捕鱼类。 （王敬 许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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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假如没
有你们的挺身而出，一个幸
福美满的家庭在那天就毁
了。推进新时代美丽玉环
建设，需要你们这样温暖的
正能量。”杨良强勉励道。
时间回到 8月 18日上午，小
普竹老塘路段，一辆轿车不
慎冲入河中，3人被困。紧
急关头，正在附近的陆绍盛
等 6人合力营救，短短 10分
钟，3人被成功救出。

在玉环，每一起见义勇
为的个人或群体，都会及时
受到表彰。

关爱好人，彰显社会
温度，我市付诸实实在在
的行动。制定《道德模范
待遇保障及“身边好人”
关爱帮扶实施办法》，从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方面出台 20多条真招、实
招“礼遇”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引导形成
“好人好报”的鲜明导向和
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设
立“见义勇为”专项基
金、先进典型慰问专项资
金 等 ， 每 次 拿 出 2000-
20000元进行表彰慰问，让
好人的典型行为得到物质
和精神的双重嘉奖。

宣传好人，传唱最美
故事，我市开展有声有色
的活动。在全市层面举办

“感动玉环”人物评选、道
德模范表彰活动，并组织

“最美精神”微讲团进文化

礼堂、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等，让“感动事迹”“楷
模力量”传遍千家万户。
组织最美医护人、最美教
师、最美志愿者、最美环
保人、最美助残人、最美
新玉环人等“最美系列”
评选，常态化开展“好邻
里”“好婆媳”“文明家
庭”“美德少年”表彰，让
各行各业各领域的“隐形
好人”不断涌现。设立

“玉环榜样”展示墙、“平
民英雄”道德榜，让身边
好人如一面面旗帜在城市
乡村树立。

争做好人，厚植道德
沃土，我市设计形式多样
的载体。深入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灿烂斑马
线”“五个礼让”“清凉一
座城”“文明暖冬”等系列
主题志愿活动火热进行，
引来广大志愿者踊跃参
与，服务群众达 10 万人
次。投资350万元打造志愿
服务“益”条街，推进

“益”市集、“益”兑换、
“益”宣传、“益”项目等
街区“益”服务，成为我
市志愿服务发展的金名片。

如今，关爱好人、宣
传好人、争做好人的风尚
已在玉环落地生根，并凝
聚起建设新时代美丽玉环
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着
这座滨海城市不断发展前
进。

本报讯 9月 18日晚 6
时 30分许，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城关一中教学大楼灯
火通明，全市 400余名市管
干部正在这里集中夜学，充
电蓄能，参加“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读书
班第一期培训。

在当晚 2 个小时的夜
学里，市管干部们认真研读
相关资料，并结合所思所悟
圈重点、作标记、写批注，现
场学习氛围浓厚。课后，他
们还交流学习心得和体会，
互相鼓励学习信心。

据悉，此次培训采取网
络专题学习、个人自学、专
题辅导、分组讨论、交流发
言以及理论测试等方式进

行。第一期培训为期 3天，
学习内容包括《“八八战略”
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萌发与实践》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及
当代启示》等。

此次培训围绕“守初
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这一总要求，深入开展
学习研讨，进一步强化理论
武装，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争做学懂弄通做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排头兵，为推动
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和玉
环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张莺莺 马冬笑）

市管干部集中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