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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人群中，一只机械手拿
着五子棋，熟练地与对手博弈；一块
看似简单的液晶屏幕，竟能实现 360
度自由折叠……10月25日上午，为期
4天的第十六届中国（玉环）国际机床
展在市会展中心开幕，近600家企业、
3000多款产品云集，吸引了数万名全
球采购商来玉品鉴这场别具特色的

“机床盛宴”。
据悉，此次机床展主题为“中国

制造、玉环力量”，展出面积达 3万平
方米，展位共计 1500余个，设置了玉
环机床、智能机床、工业机器人、功
能部件等主题展区，并专设台湾机床
品牌专街，国际品牌比例达 20%以
上。展示产品涵盖了智能机床、激光
切割、3D打印、工量刃具、智能装备等。

上午 8时 30分许，展会现场已是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放眼望去，在
展品区、交货区、休息区等，工作人员
们各司其职，忙着安检、引路、维护现
场秩序等。

9时 30分许，机床展正式开幕。
采购商们涌入各大展区“挑兵选将”，
参展企业们则使出浑身解数，用新产
品、新技术、新智造来吸引客户的眼
球。

在台州群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展位前，全自动送料架与液压
线轨数控机床相互配合，吸引了不少
采购商驻足观看。

“公司多年来一直追求智能化无
人生产车间，这次带来的这款全自动
送料架，可使一些由棒料加工的产品
免去人工切料的繁琐工序，将整根棒
料逐步推送到加工设备中，不仅送料
速度快、定位准，还大大节省了人工
成本，一人可看管数十台。”“群发”总
经理助理林圣迪介绍道。

此次展会上，我市本土企业占比
40%。多家数控机床研发、生产企业

展出了各类优质的机床设备。其中，
玉环机床行业“领头羊”——浙江中
星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带来了 16款

“拳头产品”，有正倒立式车铣中心、
双头对接车床、带Y轴车铣复合机床
等，成为展会上展出产品最多的企
业。

“这款正倒立式车铣中心是公司
3个月前新推出的，属国内首套，不仅
精度高、效率高，还可实现自动化，展
出不到半天就获得不少意向订单。”

“中星”董事长林宗升笑着说道。

谈及参展16届的心得和收获，林
宗升坦言，一届比一届办得好，玉环
机床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这次除
了带新产品现场销售，挖掘新客户
外，还抱着学习的心态，与各地同行
加强合作交流，带领玉环众机床企业
取得更好的成绩。”

游走于各大展区，记者发现，小
到机床功能部件、工具及附件，大到
重型机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采
购商柴玉军一大早就从金华赶来，他
此行目标明确，直奔数控加工中心展

位。“听同行说，玉环机床展规模大、
种类多、质量好，果然名不虚传，逛了
一圈发现有不少心仪的设备，正准备
和参展商进行采购洽谈。”

据悉，玉环机床展立足温台地
区，辐射国内外及海峡两岸高端装备
制造企业，为机床供需双方搭建了一
个良好的交流沟通平台，每年都有近
1亿元的现场成交额和近 5亿元的意
向订单在展会上达成，为推动区域制
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积极贡献。

（张莺莺/文 吴晓红/摄）

第十六届中国（玉环）国际机床展开幕
近600家企业3000多款产品参展

本报讯 第16届中国（玉环）国际
机床展于 10 月 25 日开幕。当天上
午，市委书记吴才平深入各展区展
位，了解广大厂商参展情况，勉励他
们携手打造玉环展会品牌，做大做强
展会经济，为补齐城市经济短板，建
设新时代美丽玉环注入新鲜活力。

省贸促会副会长张青山、中国机
电进出口商会秘书长郭奎龙，市领导
章勇、李丹佳、陈亨标出席开幕式。
部分领导、嘉宾参加巡展。

中星数控机床是我市机床行业
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尽管面对整体
经济下行、市场相对疲软等挑战，企
业仍坚定承压奋进的信心，持续加大

科研投入，做精做优产品和品牌。目
前，企业申请专利达100多个，诸多带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造”设备，让

“中星数控”成为展会上的“网红”展
位。对此，吴才平给予肯定，他说，机
遇和挑战是一对“双胞胎”，越是困难
时期，越是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机遇
期。关键要坚定信心，深耕实业，不
断加大科研投入，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在顶住压力的同时积聚奋进力
量，百折不挠，走向企业发展的美好
春天。

在“天玉益智”的展位前，一排正
在运转的机械手吸引了吴才平一行
的目光。“天玉益智”是去年我市重点

引进的企业，企业负责人王太勇教授
既是一名创业者，也是“智能制造”领
域的专家学者。在玉环，王太勇教授
和他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智能制造技
术创新服务中心，为玉环机床产业和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提供智力支撑，同
时致力研发生产数控系统这一机床
的“大脑”，填补了玉环机床产业没有
数控系统的空白。现场参观时，吴才
平连连点赞，并叮嘱相关部门在加强
招才引智的同时，全力以赴做好科研
成果转化、推广工作，深化“产学研”
一体发展。

据了解，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玉
环）国际机床展正逐渐成为华东地区

除上海机床展外，最大的机床展会。
这让吴才平一行倍感振奋，他强调，
展会经济是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当前产业加速转型的大背景
下，展会经济不仅凝聚了人气、活跃
了市场，而且优化了城市环境，提升
了城市品位，大有可为。我们要抢抓
玉环撤县设市、交通条件改善等历史
性机遇，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
向，大力发展展会经济，争取把中国
（玉环）国际机床展办成国内一流的
展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
价值链高端延伸，形成玉环城市经济
发展新的增长极。

（应挺刚 林航宇）

吴才平勉励机床展参展商

为美丽玉环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获悉，我市开展的以“百名
书记破难题促发展、千名干
部解民忧送服务、万名党员
办实事惠民生”为主要内容
的“百千万”专项行动，共领
办为民实事、破难项目 4.9
万个，吹响了实干担当、破
难攻坚的“冲锋号”。

此次“百千万”专项行
动中，市四套班子领导领衔
项目攻坚，全市各乡镇（街
道）、部门单位结合工作实
际，领办项目解难题，市领
导共领办重点项目31个，乡
镇（街道）部门近百名书记
领办难题 136个，近千名市
管干部领衔 1189个项目，2
万余名党员领办为群众办
实事 4.8 万件，领办的民生
实事和破难项目将力争在
12月底前完成。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百名书记破难题促发展由
市领导领衔，全市各乡镇
（街道）党（工）委书记、市级
机关各单位党委（党组）书
记参与，活动中将围绕“三
服务”、城市有机更新等工
作，在全面开展“扶村强基、
扶工强企”大走访活动，深
入村企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各自确定 1个或
若干个见效快、群众关注度
高的攻坚破难事项，重点攻
坚克难，解决一批事关玉环
发展的难点、节点问题；千
名干部解民忧送服务参加
对象为全体市管干部，千余
名市管干部将围绕办好“三
件事”要求，通过走访调研，
深入村企一线，梳理走访过
程中发现的1项或若干项群
众最急、最忧、最缺、最堵、最
盼等“五最”问题，真正通过
主题教育，让群众有获得感；
万名党员办实事惠民生，参
加对象为全市党员，将围绕
回应民生关切和解决群众操
心事烦心事，在带头做好党
员“六件事”基础上，各自结
合工作实际和特点，持续开
展为民办实事活动。

“百名书记破难题促发
展”项目公示后，将全程跟
进破难进度，并通过一定形
式公示破难进程及取得效
果，同时，各乡镇（街道）、部
门单位针对本单位市管干
部及党员的领办项目和为
民实事将开展“互学互鉴互
比”活动，推动项目攻坚，促
进我市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项目公示详见4—7版
（路伟凤）

领办为民实事、破难项目4.9万个
“百千万”专项行动吹响实干担当冲锋号

本报讯 顾越，生前担任市市场
开发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
主持全面工作。因患急性早幼粒细
胞白血病，颅内出血，经抢救无效，于
10月 20日晚 10时 20分死亡。10月
24日，是顾越出殡的日子，当天数百
名群众自发来到顾越在楚门镇南浦
社区的家，向他做最后的告别。

当天下午 2时许，赶来送别顾越
的群众自发守在顾越家门前的小巷
子里，低沉的哀乐中，大家手持白色
菊花，用最朴素的方式挥泪送别这位
好干部。

送行队伍中，城关中心菜市场的
经营户朱传根、王连国和另外几个经

营户结伴而来，他们都要来送这位好
干部最后一程，“让我们再送一送他
吧……”看到顾越的遗像，几人未语
泪先流。

“我真的没法相信，这么好的一
个人，这么好的一个干部，怎么说走
就走了。”朱传根哽咽着说道，跟顾越
打了 10多年交道，在他的记忆里，顾
越平易近人，性格特别好，“平时和我
们相处就像兄弟朋友一样，前几天我
们还在菜场见到他，还跟他说话
……”说到这里，朱传根摇摇头不再
言语，对于顾越的离世，他感到十分
痛心。

送别路上，不舍写在每个人的脸

上。王连国告诉记者，顾越不仅市场
管理得好，对经营户也特别好，在经
营户的心里，他就跟好朋友一样，“这
么敬业的一个人，我们真的不愿意相
信他已经走了。”看着顾越的遗像，王
连国忍不住眼眶泛红。

送行队伍中，除了自发赶来的菜
场经营户，不少顾越生前的同事也纷
纷赶来送他。

作为顾越生前的好朋友、好搭
档，市市场监管局市场合同监管科科
长陈久亮也来送兄弟最后一程。他
和顾越共事了14年，得知顾越离世的
消息时，他正在外地出差，“就在我出
差的时候，我们还发微信，他说他发

烧，我还说发烧是排毒，没想到那竟
然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了。”陈久亮
语气中难掩悲伤，在他看来，顾越的
离世，不仅让他和同事们失去了一个
好兄弟、好朋友，也让市场中心失去
了一位好领导，“顾越现在已经走了，
我们也将继续以他为榜样，做好本职
工作，更好服务百姓，以告慰他的在
天之灵。”

当天下午 2时多，顾越被安葬在
福寿园公墓。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顾越不幸
离世后，市领导杨良强、郑志源、李丹
佳先后慰问了顾越的家属。

（路伟凤 张泽鹏）

《“忙完再去看医生”成了他无法兑现的诺言》后续

数百群众自发送别顾越

10月25日
▲市政协主席林成辉

检查坎门街道消防安全。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郑志源检查清港镇消防安
全。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庞伟峰检查清港镇消防安
全。

▲副市长陈威检查玉
城街道消防安全。

本报讯 10月 26日下午，
市委书记吴才平赴京走访看望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获得者
高铭暄，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
表示祝贺，并致以崇高敬意。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良强一
同走访看望。

吴才平一行走进高铭暄位
于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名誉院
长办公室，家乡人的来访让高
老喜出望外。他和大家一一握
手，亲切座谈交流，话乡音乡
情。

座谈中，吴才平说，高老为
中国的刑法事业、教育事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深为自
豪。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前夕，
高老获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
发“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
号，喜讯传来，家乡人民都非常
激动，也很感动。作为从玉环
走出去的“法学泰斗”，高老在
宣传玉环、提升玉环知名度、为
玉环的发展出谋划策提供了重
大帮助，市委、市政府都记在心
里。

“看到您精神抖擞，身体很
好，我们很高兴！”吴才平说，这
几年玉环发展很快，变化也很
大，特别是高速建成通车和高
铁项目开工建设，玉环交通得
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温台两
地关键枢纽。玉环的发展离不
开像你们这些在外玉环乡贤的帮助和贡献，希望您能多回家
乡走走，继续为家乡发展作贡献。

吴才平表示，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之际，高老的治学态度和对工作的执着就是最生动的教材，我
们将把向高老学习作为主题教育的一块重要内容，学身边的
典型，学从玉环走出去的典型，以高老为榜样标杆，以实际行
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力建设新时代美丽玉环，打
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

“家乡对我的培养，我永远铭记于心。”高老深情地说，家
乡玉环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虽然回去的时间不多，但玉环发
展日新月异，自己也常常梦回故乡。他感谢玉环市委、市政府
多年的关怀和关心，他将永远记得自己玉环人的身份，常思报
恩玉环、反哺故乡。

看望中，吴才平一行还为高老送来了家乡的礼物——子
母船船模。当看到这份“特殊礼物”时，高老十分激动。他说，
当年他从玉环赴温州求学，就是坐着这种船出去的，而父辈们
平时的出行运输也全靠这种“载驳船”。这艘船承载着他对家
乡的深情切意，也寄托着自己对家乡的美好愿望。（林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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