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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 25日上午 9时整，
登陆浙江省排污权交易网“排污权
竞价平台”，一场VOCs排污权网上
竞价正在进行，4家来自我市家具制
造及表面喷涂行业企业参与网上竞
价，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行
政审批科相关人员全程密切关注其
竞价过程。

这是继 COD （化学需氧量） 排
污权“网拍”之后，我市排污权资
产化省级试点改革的一项新举措，
属全省首例 VOCs 排污权指标“网
拍”。

据了解，VOCs指的是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为大气中一类广泛存在
的重要气态污染物，主要产生于家
具制造及表面喷涂行业企业生产工
艺，是我市行业污染特征之一。一

直以来，企业排放一定量的VOCs无
偿获得，VOCs减排的积极性不高。
今后，企业通过竞价获得VOCs排污
权后，VOCs 将变成企业一种可流
通、可交易、可转让的“固定资
产”，真正实现企业排污权资产化。

本次竞价中，VOCs初始价格为
每年每吨 6000 元，竞拍率为 75%。
通过1个小时的网上竞价，最终根据
价格从高到低，前3家企业竞得排污
权，竞价VOCs成交量 2.21吨，成交
总价约 8.2万元，排污权使用期限为
5年。其中，最高一笔成交价由玉环
三之力机车部件有限公司竞得，成
交价为每年每吨 1.92万元，溢价率
为220%。

竞价结束后，记者第一时间电
话采访了玉环三之力机车部件有限

公司，从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可以
听出，企业总经理谢墩欣心中的喜
悦，“有了排放权，我们不用再为排
污的事情担心了，拥有了一条合
法、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可以开足
马力赶生产，我们都很满意。”针对
网上竞价的方式，谢总觉得既方便
又快捷，并表示将积极响应国家节
能减排的号召，继续优化生产工
艺，减少企业排污。

下阶段，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
环分局将继续深入开展VOCs排污权
网上竞价，充分发挥市场在环境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未在网上竞
得排污权的企业，可通过二级交易
市场购买；拥有排污权的企业，也
可通过减排将“富余”的排污指标
转让给需要的企业，将排污权总量

的稀缺信号进行传递，促进环境质
量改善。

“家具制造及表面喷涂行业企业
VOCs排污‘有偿使用’，可实现企
业排污权资产化。更重要的是，通
过改革排污交易体制，构筑二级交
易市场，激发企业内生环境治理动
力，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台州
市生态环境局玉环分局行政审批科
科长郭健说。

近年来，台州市生态环境局玉
环分局不断深化排污权资产化省级
试点改革，推出绿色信贷业务，支
持通过有偿使用或交易方式取得排
污权的企业进行排污权质押融资。
2018年至今，联合银行已向企业发
放 27 笔“环资贷”，共计 1.345 亿
元。 （王敬）

我市创新排污权资产化升级试点改革举措

全省首例VOCs排污权网上竞价
本报讯 10 月 23 至 24

日，玉城街道党工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通过集中自
学、“发展之行”“勇担
当、促发展”学习研讨会
等形式，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二次专题学习会。

在“发展之行”活动
中，玉城街道党工委书记詹
江鹏带领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先后参观了22号及金融大
厦地块、小水埠老旧工业点
改造现场、玉环产业城，实
地听取工作人员关于整体规
划和目前建设等情况的介
绍。

通过主题教育走访调
研，玉城街道党工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将主题教育的
实际成果转化为推进工作

建设强大动力的行动成
效，增强了重视运用主题
教育这个法宝的思想自
觉，推动“八八战略”更
好地在玉城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为加快城市有机
更新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精
神力量。

在 “ 勇 担 当 、 促 发
展”学习研讨会上，与会
人员在开展集中自学的基
础上，围绕党的政治建
设、理想信念、宗旨性
质、担当作为等方面，结
合自身工作开展交流研讨。

大家表示，要紧扣学
习主题，将理论学习内容
结合工作实际学以致用，
推动玉城高质量快速发
展，不断提升老百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许珊珊）

玉城：

主题教育激发动力

本报讯 近 日 ， 大 麦
屿街道党工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举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头雁
领学”第二次专题学习会。

当天上午，大麦屿街
道党工委书记林杭带领理
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踏上

“发展之旅”，先后参观了
楚门湖滨路—环湖路、时
尚家居小镇，芦浦追梦
馆、乡贤馆等地，通过向
兄弟乡镇“取经”，学习城
市建设、美丽经济、党建
阵地建设等方面经验，取

长补短促发展。
在 当 天 下 午 召 开 的

“勇担当、促发展”学习研
讨会上，与会人员在开展
集中自学，围绕党的政治
建设、理想信念、宗旨性
质、担当作为等方面，结
合自身工作开展交流研讨。

大家纷纷表示将紧密
结合中心工作，把主题教
育学习成果转化为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的强大动力
和实际效果，为推动大麦
屿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李容丽）

大麦屿：

“头雁领学”强使命

本报讯 近日，清港镇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利用
两天时间，举行“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第二次专题学习会，将个
人自学与集中研讨交替进
行，集中时间、集中精
神、集中精力学习研讨。

该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成员先后前往龙溪山里、
干江上栈头、海山乐清湾海
上游击根据地等新时代美丽
玉环建设考察点，考察学习
美丽党建、美丽经济、美丽
生活、美丽生态等建设情

况。
考察后，大家围绕主

题教育关于抓好理论学习
的要求集中自学，学习现
场安静有序，氛围浓厚，
各成员学习感悟深刻。

与此同时，与会人员
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理想信念、宗
旨性质、担当作为、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党性修
养、廉洁自律等8个方面结
合各自的思想和工作实
际，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金丽烽）

清港：

集中开展学习研讨

10月 24日，台州学院服务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科 技 小 分 队 ——

“1139科技小分队”，组织部分成
员、分成多个小分队，为我市企
业提供上门服务，帮助解决技术
难题、研发专利产品等。据了
解，每个小分队都由数名博士、
教授和高年级学生组成，他们将
长期驻扎在“琦星”“迈得”等企
业，形成“不走的博士教授服务
团”。

图为其中一支小分队在迈得
医疗工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车间
开展服务。

吴晓红摄

科技小分队入企破难科技小分队入企破难

本报讯 近日，市残联和市脊髓
损伤者“希望之家”组织开展美丽玉
环环海游活动，22名因脊髓损伤致残
的残障人士走出家门，近距离感受美
丽的海洋风光，看看家乡变化。

当天上午，大家一起从市残联出
发，途径坎门里黄，大麦屿石峰山、
鹭鸶礁、环海公路、鲜迭沙滩等地。

考虑到残障人士行动不便，志愿者们
提供车辆全程陪护，游览过程中，一
群人有说有笑、互相交流。

在大麦屿鹭鸶礁，许多残障人士
一下车就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眼
前的美景，感叹我市近年来美丽乡
村建设带来的大变化。残障人士黄贤
师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么

高兴地出来玩了。“平常自己一个人
出去不是很开心，为了康复没办法才
出去一下。这次和大家一起出来玩，
真的很开心，看到大家都这么乐观地
活着，自己也一定要自信起来。”黄
贤师说道。

活动中，市海韵救援队的志愿者
们一直守护在每位残障人士的身边，

时时刻刻保护着他们的出行安全。
“残障人士有活动我们一般都会报名
参加，给他们推推轮椅、当当司机。
类似的公益活动我们经常参加，主要
还是想身体力行地做些事情回报社
会。”市海韵救援队队长郭爱国表
示。

（郑琦琪）

残障人士走出家门看风景

本报讯 “改造前后差别很大，
现在电瓶车停得整齐有序，我们出入
也方便了不少。”近段时间，谈起

“改头换面”的坎门街道双港路，沿
街受益的企业主潘长林忍不住连连点
赞。

近日，10月 23日上午，记者来
到坎门街道双港路路段，只见街道两

侧的围墙上悬挂着一系列“创国卫”
宣传标语；道路两侧“秃”了的绿化
带重新披上草皮；一块原本闲置的土
丘则被改造成机动车临时停车场；此
外，道路旁的厂房立面也被统一粉刷
成粉色，与干净整洁的街道相得益
彰。

今年 9 月，坎门街道以“创国

卫”为契机，对辖区范围内近 1.1公
里的双港路入城口进行改造提升。一
段时间下来，昔日的“脏乱差”不见
了，城市形象和周围村民生活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

“对这里进行改造主要是为了做
好坎门‘门面’，打造好城市整体形
象，从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坎门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存尧说。
(林俐 慕思榕）

从“脏乱差”到“颜值担当”
坎门双港路提升改造成效显

2019年 10月 30日（星
期三）下午 2:30—4:00，玉
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金启光将在我市12345政务
咨询投诉举报中心现场接
听电话，受理我市食药安
全、商事登记制度、知识

产权、价格行为、消费维
权等方面的投诉、意见、
建议及相关政策法规咨
询，欢迎广大市民届时拨
打 12345热线电话。

12345政务咨询投诉举报中心
2019年10月25日

关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金启光
接听12345热线电话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