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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日报 6
月 10 日刊发洪越
风、张闻哲、许文星
撰写的消息《瓯海
升级智能化制造水
平 院士受聘温企
首席科学家》。

●温州都市报
6月 10日刊发汪麟
康撰写的消息《景
山首现“林中仙子”
白色绶带鸟》。

●温州都市报
6月 10日刊发蒋文
泽、王鹏撰写的消
息《如何有效促进
建筑工地精细化管
理？瓯海垃圾分类
进工地》。

●温州都市报
6月 10日刊发王春
霞撰写的消息《瓯
海部分离退休老干
部考察睦邻颐养中
心》。

●温州日报、
温州都市报、温州
晚报、温州商报 6
月 11 日刊发杨世
朋撰写的消息《陈
伟俊专题调研高能
级创新平台建设工
作》。

●温州日报 6
月 11 日刊发金朝
丹、林朝阳、李程撰
写的消息《茶山杨
梅打“飞的”去意大
利》。

●温州日报 6
月 11 日刊发叶斯
斯、王斌撰写的消
息《瓯海创新光伏
项目“一件事”改
革》。

●温州晚报 6
月 11 日刊发戴卓
蕾、李立写的消息

《茶山杨梅打“飞
的”去意大利》。

●温州晚报 6
月 11 日刊发王乐
乐写的消息《瓯海
区公立艺校招生第
二轮报名》。

●温州晚报 6
月 11 日刊发王亮
写的消息《废弃农
贸市场变群租房，
是否存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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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闻哲 李
程） 6 月 22 日，瓯海大道西延
三期工程周岙隧道出口举行施
工坍塌综合应急救援演练。此
次活动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交通工
程建设中心、温州高铁新城建
设中心、泽雅镇、中交温州高
铁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当天模拟的事故是，瓯海
大道西延三期周岙隧道出口右
洞内正在进行掌子面开挖施
工，安全员突然发现距掌子面
10 米处初支拱顶开裂、掉块、
变形，并有扩大趋势，马上发
出报警信号，并通知带班班长
组织掌子面施工人员迅速撤
离。出洞后安全员同值班员查
看进出洞人员登记表，确定洞
内被困人员为 2 人。事故上报
后，及时启动《隧道施工防坍
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在项目
部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的统一指
挥下，组织各抢险小组各负其
责，在最短时间内，赶赴现场
进行应急抢救，开展事故灾难
应急救援各项工作，直至应急
救援工作结束。中交温州高铁
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安全总监王肇森表示，举
行此次隧道施工坍塌综合应急
救援演练，目的是希望能够更
好地检验应急预案，不断完善
整个应急预案。

瓯海大道西延三期工程是
省重点工程、高铁新城产城融
合 PPP 项目最大单体项目，该
工程起于瞿溪环岛，与现瓯海
大道相接，终点位于泽雅镇源
口村，与温源线平面相交，全
长约8.7公里，其中隧道5.6公
里，总投资约36.3亿元，计划
2022年完工。

应急救援演练

区领导督查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

强化安全意识
畅通消防通道

本报讯（记者 林朝阳 李程）6 月 24
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金衍光率队赴
瓯海经济开发区、梧田街道等地开展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督查。

督查组一行前往瓯海经济开发区梧
田南片厂区及梧田街道蟠凤东双凤住宅
区，对前期督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和存在
问题进行回访复查。瓯海经济开发区一
家包装厂内，消防通道门口存在堵塞情
况。对此，督查组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思
想教育，指出堵塞消防通道的危害及需
要承担的后果，责令立马整改，并叮嘱有
关部门加强后续跟踪督查。

双凤住宅区是典型的出租房小区，
人员较密集。督查组发现安全门、消防
梯大多已布置到位，但顶楼消防通道有
私自上锁的现象，存在安全隐患。督查
组当即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必须保证顶
楼消防通道常年畅通。督查组强调，要
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
以赴做好各项安全工作，确保全区安全
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稳定。

首单18.9吨进口水果直达温州港

本报讯（通讯员 黄海
怀 记者 张闻哲 陈伟超）6
月24日，温州全球商品贸易
港入驻企业——温州硕海
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的首单
越南火龙果顺利到达温州
港，在温州海关、温州港集
团等部门大力支持下，完成
通关手续后顺利入境。

据介绍，该批火龙果总
重量约18.9吨，是温州全球贸
易港开业以来的首单进口到
岸水果，也是温州港获批进
口水果口岸以来，完成的首
单直航进口水果业务。硕海
实业负责人黄永春表示，相
比于以往进口水果进入温州
市场的两条线路，从深圳港
通关再运输到温州，运输时
长5天，物流成本比直航温州

港多一倍。从上海港通关再
运输到温州，运输时长7天，
物流成本比直航温州港高
30%，无论从时效上或是物流
成本上，直航温州港都有很
大的优势，只需50个小时。

为积极打造浙南闽北
赣东进口商品集散中心核
心区，区政府以温州全球商
品贸易港为主平台，面向全
国大力招商日化消费品、红
酒、肉类、冰鲜产品、水果等
优质进口商，将温州全球商
品贸易港打造成为产品类
目丰富、经营业态多样的
2.0版进口产业平台。在《浙
南闽北赣东进口商品集散
中心核心区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意见》中，我区积极支
持温州口岸发展，对通过温

州港进口的肉类、水果、水
生动物、冰鲜产品等商品，
每进口1美元货物给予境内
收货人0.2元人民币的奖励。
该企业是我区引进的第一
家进口水果贸易商，为了加
快企业各类手续、资质的办
理，区商务局对接市场监管、
海关、上级商务部门等，认真
熟悉进口资质办理的一整
套业务流程，并落实一名人
员专门与相关部门衔接。

据区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透露，下一步，我区将充
分利用温州港进口水果指
定口岸资质和东南亚海运
直航的优势，以及我区进口
产业扶持政策优势，加大东
南亚水果进口，打造浙南地
区东南亚产品的“展销窗
口”，丰富本地水果市场种
类，方便居民享受更新鲜、
口感更好的进口水果，促进
本地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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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斌）
日前，2020年“创客中国”中
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瓯
海区、浙南产业集聚区海选
赛在我区举行。7家优秀创
新型实体企业以及来自在
温高校的 6 个优秀项目参
加角逐，项目涉及机械制
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快
销食品和电子信息等领域。

此次活动由区经信局、

浙南产业集聚区经济发展
局、温州市企业综合服务平
台联合主办。区企业综合
服务平台、浙南产业集聚区
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承办。活动旨在发掘和扶
持一批“双创”优秀项目和
优秀团队，培育和根植中小
微企业创新基因，推动中小
微企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
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和信

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
比赛分企业组和高校

组，采取“7+3”模式，包括项
目路演 7 分钟，评委提问 3
分钟。选手们结合演示文
稿，在有限的时间内客观呈
现项目前景、优势等。经过
激烈角逐，温州维科生物实
验设备有限公司的微型空
间高速除菌机项目、浙江百
珍堂食品有限公司的卫生

级高通压榨分离输送系统
项目晋级参加温州赛区决
赛。其中通过综合评分，温
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紧凑型
先进纳米涂层装备及技术
项目、浙江百珍堂食品有限
公司的卫生级高通压榨分
离输送系统项目和一种快
速营养补充的方便食品项
目分获一、二、三等奖。

我区举行“创客中国”浙江好项目海选赛

本报讯 （记者 严建春
通讯员 李锋） 6 月 24 日下
午，全市首家商圈综合体党
建联盟——“红色领航 万象
同心”党建联盟在温州万象
城成立。这标志着南白象街
道在构建资源共享、功能互
补、多元协同的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新格局方面迈出新的
重要一步。

作为全市商业综合体的
品牌单位，温州万象城在南
白象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
与街道瓯江红党群服务中
心、派出所、横港头社区、
辖区学校、企业等 8 家单位
成立党建联盟，共谋两新领

域商圈党建新发展。各党建
联盟单位将打破单位、企
业、社区自成一体、相对独
立的党建工作模式，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共
建，有效用好“红色管家”
的工作特色和机制，创新设
计共促共建的活动载体，常
态化协商共治，形成条块结
合、组织共建、党员共管、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良好
格局。

在党建联盟成立大会
上，温州万象城还创新推出

“红七月——致敬先锋 礼遇
万象”活动，为区级以上优
秀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等

提供高端下午茶、店铺折扣
等会员优惠，向“七一”献
礼，向优秀共产党员致敬。
并首创聘请“红色经理”，
负责党建指导、人才引育、
协调对接、争取政策等工
作，帮助解决商业综合体自
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需求。

据介绍，温州万象城被
确定为温州市级两新党建示
范点创建对象。“红色领航
万象同心”党建联盟的成
立，将促进万象城综合体充
分巩固党建基础，把党的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商
业产业发展的创新优势，发
挥党建在商圈发展中引领作

用，使党组织汇聚在商圈，
党员凝聚在商圈，服务延伸
在商圈，为商圈经济发展注
入红色动力，真正实现“党
建强、发展强”。

下一步，南白象街道将
继续抓好党建联盟建设，以
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
目标为纽带，依托共驻共
建、结对共建、区域联建等
载体，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
涵，构建开放多元的区域化
党建工作新格局，为打造

“创新之区 未来之城”，展现
新时代的窗口担当。

为商圈经济发展注入红色动力

全市首家商圈综合体党建联盟在瓯成立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
我区在区社会心理服务指导中
心（心福工坊）举办以“健康人
生 无毒家园”为主题的青少年
毒 品 预 防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活
动。 蔡温瑞/摄

健康人生
无毒家园

本报讯（记者 蔡温瑞）日前，第十一
届“羲之杯”全国诗书画家邀请赛评选结果
揭晓，瓯海镜心书画艺术院院长吴狄彪的
作品《书法》，斩获本届“羲之杯”一等奖。

该邀请赛自征稿以来，受到海内外诗
书画家和诗书画爱好者的热心支持和踊
跃投稿，真正反映出当代诗书画的辉煌成
就。“羲之杯”全国诗书画家邀请赛作为国
家级品牌文化活动，已成功举办十届。

吴狄彪作品《书法》
获“羲之杯”一等奖

每进口1美元货物给予0.2元人民币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