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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珈伶 通讯
员 王雨璐）5月18日上午，桃花寨
木栈道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现场，
工人加紧铺设板材，并进行喷漆防
腐处理；栈道沿途景观的绿化美化
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项目于5月6
日开工，我们力争尽快完成项目改
造任务。”项目负责人周丽慧介绍。

据悉，今年以来，桃花全力加
快旅游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浓墨重

彩描绘“海上桃花源”新图景。
在木栈道施工现场，部分地面

已铺上了新的防腐木板，一旁的工
人在安装木质扶手立柱，立柱表面
还要加装一层防腐木。在一处已
安装好的支柱之间，工人俯着身
子，用力拧紧螺丝，以固定木质扶
手。“扶手上的木板都要在现场量
好尺寸后，再用机器切割，修理起
来需要仔细。”周丽慧说，临海木栈

道，容易受到台风、使用年限等因
素影响，本次改造中，基座龙骨还
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据介绍，
桃花寨木栈道及景观提升改造工
程预计6月底至7月初完工。

在农旅融合田园工程现场，太极
茶园、景观九曲河、农场景区、桃源八
卦相思林等已全部完工。据悉，该项
目融合了农、旅、玩等多种元素。全
面开放后，可提供水果采摘、茶叶制

作等沉浸式游玩体验。“我们还设计
了桃花猫主题园，以特色化元素吸引
游客。目前，硬装部分已基本完成。”
该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目前，塔湾金沙提升
改造工程、塔湾至乌石子旅游环境
提升工程等项目，正在紧张施工。
桃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推
动项目建设争先创优，聚力打造
“海上桃花源”。

桃花加快旅游提升改造项目建设

浓墨重彩打造“海上桃花源”

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
员 唐伟 余佩）“去年企业举办了
一系列节庆促销活动，全年累计
销售额首超1亿元，因此获得了
15万余元的补助资金。”近日，舟
山杉杉生活广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黄法成接受采访时表示，这
进一步增强了企业打造好杉杉?
普陀天地智慧商圈的信心。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区围绕

打造浙江省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
区，不断加大市场主体扶持、鼓励
人才引进、强化各类要素保障，积
极推动总部及楼宇经济、金融业、
现代物流业、会展业、商业特色
街、电子商务、休闲旅游业、商贸
流通等行业发展。截至目前，我
区 共 发 放 服 务 业 补 助 资 金
3699.23万元，直接惠及服务业企
业100余家。

“针对商贸零售企业，全年累
计销售额首超1亿，并开展了相关
促销活动，发放了相应的奖励资

金。”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去
年，包括舟山市美乐汇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凯虹集团有限公司等
几家大型商贸企业因此受益。

我区还进一步加大了涉农项
目的补助力度，针对“中国农发明
珠工业园水产品精深加工”“现代
智能冷链物流平台”“帝王蟹交易
集散中心”这3个省级农产品供
应链项目，去年发放了815万元补
助，帮助项目顺利实施，并带动农
民增收。

据了解，由中国水产舟山海

洋渔业有限公司实施的“中国农
发明珠工业园水产品精深加工”
项目，旨在推动水产加工业、远洋
渔业、水产养殖业等传统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加快现代化远洋渔
业基地建设。

据悉，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坚
持集中财力办大事，进一步促进
全区金融、科技、信息、商贸等现
代服务业和养老、托幼、新零售等
高品质现代服务业发展，切实发
挥好服务业发展资金的扶持引导
作用。

我区加大现代服务业支持力度
去年至今共向100余家企业发放3699.23万元服务业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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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启动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工作
着力建设培育“绿色直播间”

本报讯（记者 王梦倩 通讯员
王芳）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普陀佛茶
文化节将于5月23日在东港塘头佛
茶园开幕。届时，市民可近距离品
茶、感受茶文化。

本届佛茶文化节以“植此青绿
共富未来”为主题。开幕式上将有
舞蹈、演唱、杂技、诗朗诵等形式的
文艺表演，佛茶园里有实景演出，市
民可伴着音乐，一览茶园美丽风光。

佛茶文化节开幕式也将通过掌
上普陀App、“中国舟山普陀”微信
视频号、“中国普陀”微博等平台进

行网络直播。开幕式后，还将举行
普陀招商推介交流会，推进交流与
合作。

“佛茶文化节的举办，旨在进一
步丰富茶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发扬
普陀佛茶文化。”区农业农村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我区现有 4400亩茶
园，为提高茶农种茶、企业制茶积极
性和收入，我区正探索推出普陀佛
茶振兴计划，以期通过扩大种植面
积、加大扶持力度等多种方式，提高
普陀佛茶附加值，以茶为媒推动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国际普陀佛茶文化节本月23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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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共同富裕 普陀实践③

近段时间，城
区道路绿化带群花
竞放，色彩斑斓，车
流穿梭其间，共成
一景。（记者 徐丽
佳 诸葛晓明）

群芳争艳
扮靓绿道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忻俊豆）5
月18日，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辉忠带队来我区
调研沈家门渔港小镇建设等工作。市、区领
导张明超、孙志龙、戴灵芝陪同调研。

当天上午，在沈家门滨港路青龙山公园南
入口，王辉忠一行拾级而上，边走边听，了解沈
家门渔港发展历史。抵达公园观景平台后，王
辉忠一行驻足而观、仔细询问，深入了解了沈
家门渔港小镇建设情况。

据悉，沈家门渔港小镇规划面积约4.75平方
公里，创建期内（2016—2019年）小镇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59.7亿元，引进企业1307家，实现税收超
过13亿元，2020年正式命名为省级特色小镇。

王辉忠指出，沈家门渔港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普陀要充分发挥渔港山海资源优势，
突出特色、丰富业态、塑造品牌,进一步提升
沈家门渔港小镇文化内涵。要大力发展海洋
经济，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推动渔业转型升级，促进海洋产业朝着
特色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要突出旅游产
业主导，加快打造特色网红旅游景点，积极培
育小镇夜间经济，扎实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要不断拓展规划空间，抓牢项目建设主线，
完善小镇配套设施，加快文旅融合发展，以渔
港小镇的高质量发展带动普陀旅游提质升级，
为城市发展增色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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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佳 通讯员
庄旭伟）昨天上午，我区部分镇、街道
统一挂牌成立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
这将进一步提升我区基层治理社会
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当天上午，展茅、六横、沈家门
等镇街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统一
挂牌成立。今后，各基层综合行政
执法队将结合东港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的试点经验，通过整合现有执
法力量和资源，组建统一的综合行
政执法机构，实现镇街“一支队伍管
执法”的行政执法体制，强化镇街的
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构建职责更
清晰、队伍更精简、协同更高效、机
制更健全、行为更规范、监督更有效

的“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体系，
助力构建“县乡一体、条抓块统”基
层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政府治理
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有效扭转此
前镇街“三不管”“多头管”“有责无
权”和“看得见管不到”“管得到看不
见”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
基层治理效能。

据了解，当天挂牌成立的六横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是全市第一个采
取整体赋权模式的乡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即将区级层面所有的综合执
法事项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
政处罚权及与之相关的行政强制权
全部下放，由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具
体承担。

我区部分镇街道基层综合行政执法队昨统一挂牌

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舟山日报讯（舟山日报记者
方智斌）昨天下午，2022年度“项
目攻坚 实干争先”活动定海、普陀
现场会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
举行。市委书记、新区党工委书记
何中伟在会上强调，要聚精会神、
攻坚克难，抓好有效投资，抓好实
体经济，抓好项目建设，全力冲刺
二季度，确保“半年红”“全年红”。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仁标参加
现场会并讲话，张明超和市委常
委、副市长等参加。市发改委通报
了各区块1～4月扩大有效投资有
关工作情况，各县（区）、功能区汇
报了3～4月实体经济项目签约落
地和开工情况，有关市领导作了发
言。汇报会前，与会人员先后赴舟

山万洋众创城、大洋世家海洋食品
加工冷藏物流基地项目现场，考察
了项目推进情况。

何中伟指出，总体来看，全市
上下在抓项目攻坚中比学赶超、实
干争先的氛围日趋浓厚，各级“一
把手”对项目推进、开工和招商高
度重视，各地坚决克服疫情不利影
响，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同
时，也要清醒看到项目推进和招商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前，二季度
已经过半，正是全年扩大有效投资
最关键、最较劲的时候，我们要牢
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一切盯着
项目看、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扭
住项目干，奋力赢得发展主动和优
势。

何中伟强调，要紧紧抓住有效
投资，加大项目推进力度。要建立
强有力的重大产业项目推进服务
工作机制，及时主动研究解决重大
项目引进、落地、建设中的困难和
问题，让“拿地即开工”成为常态，
迅速形成投资实物量。要精准招
商，围绕九大产业链招引“链群配”
“大好高”项目，加强与大院大所对
接，引进落地一批先进制造业企
业。要有“豁出去大干一场”的精
气神，推动干部队伍转变作风、靠
前服务，以实绩实效论英雄。

何中伟强调，开发区、功能区
要发挥主战场作用，把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作为主责主业，抓住机
遇、用好政策，以招商引资大突破、

项目建设大提升带动产业大发展、
能级大跃升。各地各有关部门在
招引项目时要保持清醒头脑，确保
项目引进精准，符合产业发展特点
和舟山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

徐仁标指出，要紧紧盯牢年
度千亿投资目标任务，对标对表，
找差距、补短板，开展“拔钉清障”
百日攻坚行动，打通阻碍项目推
进的各类堵点卡点难点。要分类
精准施策，各地各部门结合职能
分工、对号入座，对问题逐一梳理
剖析，分门别类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快销号清零。要强化组织领
导，通过专班运作、闭环推进、合
力攻坚，全力打好“项目攻坚年”
这场大考硬仗。

何中伟在“项目攻坚 实干争先”活动定海、普陀现场会上强调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意识
奋力赢得发展主动和优势

徐仁标讲话 张明超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