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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迈得医疗工
业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
得医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
市，成为我市第 7家上市公司，也是
台州市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蔡永
波，玉环市领导吴才平、周阳、施红
兵、林成辉、蔡木贵出席上市仪式。

据悉，经过16年的发展，迈得医
疗已成为国内研发、生产、销售医用
耗材智能装备的领先企业。该公司
已经掌握了安全输注类、血液净化
类耗材智能装备的核心技术，是国
内唯一可以生产成套血液净化类自
动化设备的企业。目前，公司拥有
150项发明专利，11项软件著作权，

是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和隐形冠军
企业，名列 2019年工信部第一批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迈得医疗”公开发行 2090 万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8360万股，其
中 1902.2242 万股当天上市交易。
上市后将围绕主营业务，寻求稳步
扩张。公司将积极把握下游企业自
动化改造转型的机遇，研制出更高
效、稳定的智能装备，在巩固现有业
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骨科类、药械
组合类等其他细分领域高值医用耗
材的智能装备市场，涉足部分仍被
国外垄断的高值耗材核心零部件领
域，同时，进一步提高智能化控制系
统技术，不断优化和改善GMP数据

管理平台系统，为客户打造数字车
间，实现智能生产。

仪式上，台州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蔡永波对“迈得医疗”的成功上
市表示祝贺。蔡永波说，“迈得医疗”
的上市使得台州市成为浙江省第三
个登陆科创板的地市，“迈得医疗”要
以此次上市为契机，始终牢记初心使
命，把握机遇、迎接挑战、规范发展、
提高质量，实现大发展、新跨越；要敬
畏市场、敬畏法制、敬畏专业、敬畏投
资者，以更加稳健、优异的业绩回馈
广大投资者，努力在新时代的资本市
场建设中展现担当作为。

市委书记吴才平对“迈得医疗”
上市表示祝贺，他说，“迈得医疗”成

功上市是对企业坚持创新、追求卓
越的肯定和褒奖。希望“迈得医疗”
乘“市”而上、再攀高峰，锐意进取、
创业创新，以骄人的业绩，回报社
会、回报家乡、回报广大投资者。同
时，吴才平表示，作为地方党委政
府，玉环将积极践行“五心”“妈妈
式”服务理念，持续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一如既往为企业发展提供
优质服务、创造优良环境。

当天上午 9时 30分，蔡永波、吴
才平和“迈得医疗”董事长林军华共
同鸣锣开市。公司股票“N迈得”开
盘报价 31.80元，与发行价 24.79元
相比，涨幅达28.28%。

（张泽鹏 李敏敏）

迈得医疗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成为台州市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

近日，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阮勇带队来到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
公司，换上工作服，一头扎进车间进
行包装加工作业。

在“百千万”专项行动中，阮勇
带领 23位工会干部进企业参加“当
一周工人”活动，以“服务企业促发
展、服务职工促和谐”为宗旨，深入
了解企业发展思路，把握职工思想
动态、工作环境等情况，把准建设新
时期产业工人队伍的脉搏，切实做
到想职工所想、急职工所急，让主题
教育真正走深、走心、走实。

分拣配件、拧紧，看似简单的工
序要做得规范，并不轻松。流水线
上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前，
这边配件还没分拣完，那边的产品
就已经“堵车”了。穿着工作服的阮

勇，虽然动作生疏了点，但他做得格
外认真。

“你老家是哪里的？”“你感觉玉
环怎么样，饮食还习惯嘛？”“公司的
工作环境如何，在这里干活累不
累？”阮勇一边向工人请教工序，一
边拉着家常。

话题从工作延伸到生活，从养
娃说到买房。阮勇把职工的心声一
一记在本子上，准备带回去好好商
讨研究对策。

“产业工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力军，亲身体验职工工作，
能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当好职工的

‘娘家人’，让工会成为更贴心的职
工之家，铸造一支能够听党话，跟党
走、政治素质过硬的产业工人队
伍。”阮勇说。

据介绍，在“百千万”专项行动
中，市总工会共收集调查问卷 4130
份，帮助企业、职工解决实际困难11
件，帮扶困难职工20名，补助基层工
会27 家。

针对职工急需就业指导、技能
培训的这一现状，市总工会通过加
强劳模引领、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
对广大职工进行帮扶，还创建了5家
劳模工作室，推进本行业本系统技
术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制度
创新，发挥“师带徒”的“传、帮、带”
作用，培养后备力量，为单位输送人
才。

此外，市总工会还将劳模工作
室工作和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合理
化建议、技术创新等活动结合起来，
通过举办市级技能大赛、乡镇技能

培训、企业技能竞赛等三级联动的
方式，形成“大兵团”作战的良好态
势，搭建“孵化、培育、养成”一站式
人才培育平台，保证“蓝领”队伍的
技能提升和保鲜保先。截至目前，
已培训职工 319人。同时举办第十
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共 36 家企业
556名选手参与。

“我们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抓手，将主题教育
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会党员干部职
工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加强新时
期产业工人在思想政治、技术技
能、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建设，引导
产业工人队伍始终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融入城
市建设发展，推动玉环经济高质量
发展。”阮勇说。 李敏敏 张泽鹏

市总工会：

当好职工的“娘家人”

推进“百千万”深化“三服务”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阮聪颖深入清
港镇双郏塘村随机抽查消防安
全工作落实情况。她强调，消防
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各级、各
相关方面要保持清醒头脑，始终
将安全放在首位，以严之又严的
举措，常态化推进消防隐患排查
整治，确保玉环经济社会和谐稳
定。

在双郏塘村一处机械加工
小作坊，阮聪颖和随行人员一眼
便发现过道处的隔板存在问
题。原来该隔板采用的是彩钢
板，而非符合消防要求的石棉防
火板，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
堪设想。对此，阮聪颖要求镇、
村及相关部门立即予以处置，消
除安全隐患。同时，她指出，河
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一老年公
寓曾因使用易燃的彩钢板导致
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我们要吸
取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将此类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好，把安全屏
障筑得更坚实。

期间，阮聪颖一行还来到几
处居住出租房，仔细检查灭火
器、逃生通道及用火用电安全情
况。她说，进入冬季，出租房内
用电安全务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相关方面一定要把好用电安全
关，尤其是插线板的安全使用；
同时出租房内人员多势必电动
车也多，一定要做好车辆合规充
电、停放的要求，确保安全。

当天，阮聪颖一行还走访了
该村内的清港小精灵幼儿园、兴
昌超市等地，对从业人员正确使
用灭火器、杂物乱堆放、生产经
营区域住人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阮聪颖指出，安全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石，当前正处年底，
全市上下一定要绷紧消防安全
这根弦，将工作措施进一步细
化，将人员队伍进一步配好，持
续强化日常巡查排查和整改治
理工作，从细处着手、从小处着
眼，切实做到监管不缺失、整改
无死角，为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

（罗俊 梁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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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浙台（玉
环）经贸合作区迎来了一批特
殊的客人，14名台胞经由大麦
屿港对台海上直航来玉游玩，
并申请了大陆手机号码、办理
大陆银行卡。这是首次实现
台胞在玉办卡与旅游相结合，
也是玉环一日游活动的拓展
和创新。

据了解，在浙台（玉环）经
贸合作区相关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按照“最多跑一次”的标
准，中国移动和中国建设银行
为该批台胞开辟了绿色通道，
简化了办卡流程，让他们体会
办卡一条龙服务。本次活动
共为台胞办理5张移动卡，6张
银行卡。

台胞沈先生通过微信绑
定了银行卡，成功给新办理的
移动号码充话费，这让他感到
十分方便，“真是非常感谢浙

台（玉环）经贸合作区帮我们
办理手机号码，靠我们自己的
话不仅要来回跑，还要排队等
很久。”

当天，在蒙蒙细雨中，台
胞们游览了坎门东沙渔村，领
略别样滨海风光，品尝玉环特
色食饼筒，参观玉环观光农业
园，欣赏“神农传奇”表演。

直航一日游自 2018 年 3
月开通以来，截至目前共接待
台胞4169人，受到台胞的一致
好评。下阶段，浙台（玉环）经
贸合作区将继续发挥对台直
航作为两岸亲情纽带的作用，
积极响应台湾同胞的需求，进
一步优化办卡流程，加快办理
速度，同时探索融入办理暂住
证、驾驶证等活动形式，进一
步丰富台胞玉环一日游活动
的层次和内涵。

（杨晨东）

“最多跑一次”惠及台胞

眼下，红树林旅游
休闲区内的红树林生
长旺盛，与不远处的城
北小微园形成了一道
亮 丽 的 风 景 线 。 自
2013 年以来，我市陆
续在玉城、海山、干江
等地的滩涂上种植红
树林，截至目前，已种
植红树林 2300 多亩，
存活 1600 余亩，是浙
江省内红树林种植面
积最大的县、市（区）。

吴晓红 摄

我市红树林种植面积居全省首位我市红树林种植面积居全省首位

12月3日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柯寿建陪同台州市森林消
防检查组在玉检查。

▲市委常委、玉环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孙群检查
芦浦镇企业、“九小”场所消

防安全。
▲副市长陈威检查鸡山

乡消防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