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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琦）近日，在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楼
施工现场，只见桩机施工机械轰鸣，
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冒着
酷暑抢工期赶进度，现场一派热火
朝天的场面。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
步提升前所街道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惠及周边群众。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
楼工程作为街道民生建设项目，征迁
涉及到10余家沿街店面，难度大、情
况复杂。“这十几家沿街店铺包括五金、
建材、汽修等，店主都是本地人，对于
搬迁大多比较抵触。”前所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曹政智介绍。

为此，街道专门组织办事处、村
“两委”干部，对征迁工作进行包
干。无论周末还是节假日，不分白
天黑夜，上门入户，一家家、一次次
拜访，耐心解政策、摆事实、讲道
理。党员干部们设身处地为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帮助算好“经济账”，确
保群众合理利益最大化。比如，为
了帮助原先两家汽修厂找到合适店
面和仓库，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一起，
花了很大的精力，最终找到了店主
满意的场地，征迁也就水到渠成。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
楼项目总投资6632万元，用地面积
473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98平方米，

其中地上五层5678平方米，地下两层
建筑面积4320平方米，设计床位96张，
机动车停车位99个。项目建成后，将
为“六心合一”（影像中心、公共卫生中
心、三优中心、康复中心、体检中心、健
康教育中心）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打下坚实硬件基础。
“7月初，土建工程就已顺利进

场施工，目前正处于桩基施工状态，
预计明年 7 月完成主体工程，明年
年底完成室外配套和装修工程，
2024 年上半年竣工并投入使用。”

前所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跃介绍，目前前所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每日接诊500至700人次，已不
能满足群众就诊需求，扩建后将进
一步改善医疗条件，满足群众的基
本医疗卫生需求。

前所要建新医院 预计2024年“见面”
□本报记者 王卫君 通讯员 张诗莹

7月15日上午，随着机关单位、城东17家企业党组
织和海门辖区村社代表的互相签约，海门街道城东小微
园区党建联盟正式启航。今年以来，海门街道全力推进
区域化党建工作，打造城东小微园区党建联盟，谋定“园
区红圈”品牌，探索打造“政府+企业+村社”多元参与的
区域化党建共同体，以党建统领高质量共同富裕。

“1+N”模式
构建红色“朋友圈”

城东小微园区党建联盟，以方远电商创业园为园心，
辐射周边的企业、村社，搭建“1+N”红色“朋友圈”。

“企业、村社合作是双赢。”海门街道东辉村党支部副
书记王恩亮说。东辉村附近有十来家联盟企业，带动村
民就近入职，解决企业人员流动和村民的就业问题，企业
职工又租住在村里，提高村民经济收入，带动村民共富。
村党支部还不时与企业开展党建活动，加强互动交流，共
促发展。

除了企业与村社共建，企业之间也是共建共赢。“我
们企业之间也经常联系，资源共享，比如运输、原材料等
信息共享，让我们少走弯路。”浙江摩尔舒智能卫浴有限
公司负责行政的洪海华说。目前，方远电商创业园以党
建共建为载体，充分整合70余家电子商务、科技研发、直
播电商、金融投资、知识产权、摄影美工、快递物流等企
业，发挥园区阵地、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为联盟中16
家企业，提供孵化、培训、服务等项目。以电商合作为
例，今年以来，通过合力打造“红色e站”直播间，开展“直
播带货”培训5次，策划“直播大赛”等，拉近数字商贸合
作纽带，做大做强共富“朋友圈”，促进双方产业协同发
展、提质增效，现已达成合作意向书31份。

聚合联动
深化产业“生态圈”

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椒江不少外贸企业的运输
成本上升，原材料也面临困难。党建联盟积极“牵线搭
桥”，集中部分出口货柜以“团购”形式降低货物运输价
格，使外贸企业运输成本下降，帮助企业携手共渡难关。

从党建共建到业务合作，有效构筑“生态红圈”，促进
产业“多元共兴”发展，激发“链”式效应，实现聚合联动。
截至目前，在机械装备制造、智能卫浴、建筑涂料、汽车配
件制造、家居日用等多个行业领域已展开交流合作，实现
了组织共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人才共联、发展共促的

“五共”工作新格局。
精准扶持

优化党建“服务圈”
“为助力企业，我们建立了辖区企业纾困解难专班，

推出‘一站十二员’管家式服务平台，实施‘企业点单、部
门服务’工作制度，把服务精准高效落实到企业急需
处。”海门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盛鑫鑫说。如成立城东
小微园区党建联盟，企业提出的需求，相关部门可以点
对点解决，让结对服务更高效。

在通过持续开展“三服务”“六访六促”“为企办实事，
服务当先锋”等系列稳企助企活动，积极响应《椒江区推动
经济稳进提质42条》，保质保量落实纾困举措，用心护航企

业发展。二季度，共选派党建指导员、
助企服务员31人次，组成服务“帮帮
团”，兑现各类惠企政策6件，协调解
决问题诉求43个，有效推动辖区企
业稳产、增能、转型，各项经济指标稳
中有进。2022年1至6月，联盟内12
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8.8亿元，同比
增长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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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琦 通讯员 李
顺周）“以前竣工验收，要跑好几个
部门，现在各部门主动上门提供联合
验收服务，我们也是第一次体验到。”
近日，浙江衣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基建总负责人褚如
昶，为区住建牵头的联合验收服务点
了一个大大的赞，这也是我区首次开
展联合验收服务。

当天，区住建局牵头组织区自然
资规分局、发改局、经科局、农水局、
医药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对浙江衣
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空中物流

智能吊挂系统生产基地项目展开联
合验收现场指导服务，全力提升工程
建设领域服务水平。

浙江衣拿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提供智能化吊挂系统和智
能整厂规划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
业，衣拿智能科技无人吊挂系统生产
基地主要发展“互联网+新物流”。

目前，衣拿智能科技无人吊挂系
统生产基地项目正处于竣工验收阶
段。为助力企业早日竣工投产，区住
建局同参与联合验收指导服务的相
关单位，前往企业面对面、零距离交
流沟通。

在现场，针对企业关心的建设工
程竣工规划核实、建设用地复核验收、
建设工程（含地下管线工程）档案验
收等问题，相关部门一一进行解答，

对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出切实可
行的建议。

“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褚如昶
表示，这么多部门一次性为企业答疑
解惑，面对面交流为企业制定个性化
整改方案，这样的联合验收服务第一
次碰到，非常荣幸成为椒江区第一个
享受到联合验收服务的企业。更让
他感动的是，在步履艰难的大环境下，
政府急企业所急，解企业之难，为他
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让企业有更多
的精力致力于发展。

区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这次联合验收服务是项目监管验收
服务集成改革实践，也是工程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的又一次提升。”

根据台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监管验收服务

集成改革方案，将建设工程竣工规划
核实、建设用地复核验收、建设工程
消防验收（备案）、建设工程（含地下
管线工程）档案验收、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事
项纳入联合验收范围，实现建设单位
一张表单、一套材料、一次申请，相关
部门并联审批、联合验收，最终实现
监管验收、在线协同、事项办理一体
化。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深入贯彻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以系
统思维和数字化方式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监管、验收、服务集成改革，继续
主动对接重点项目、送服务上门，强
化对企业的过程指导和服务，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企
业获得感、满意度。

“联合验收”为企业竣工投产“提速”

本报讯（记者 杨成龙）为全
面落实“人才强市、创新强市”战略，
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不断深
化校地、校企合作，昨天上午，全国
高校走进台州走访名企活动在我区
启动。

启动仪式上，正式上线了“台
创汇”创业综合服务数字化应用；
推介了台州大学生就业创业新
政；校企进行合作签约。其中，浙
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
湖北民族大学进行校企人才合作
协议签约。启动仪式后，来自全
国44所高校负责人与企业开展校
地、校企合作集中对接洽谈会。
接下来，高校负责人将分组走访
台州重点企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以来，
我区先后推出线上+线下招聘、高校
空中双选会等创新举措，旨在为高
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人性化、

多样化的人才供需服务平台，有效
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推进线上线下招聘模式，打造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的全天候服务模式，开展2022年“智
汇台州”春季线上系列活动和“智汇
台州”云招聘。今年以来，共组织了
5场椒江“直播带岗”专场活动，25家
企业提供岗位291个，线上累计观看
超过46万人次。举办10场校园空
中双选会，在20所高校发布云招聘
信息，提供岗位近2000个，达成就业
意向2186人。线下组织56家企业进
高校、进市场，举办公益招聘会，接
待大学生1200余人，达成意向193
人。

下阶段，我区将充分利用云招
聘等多种媒介，发布人才招聘信息，
开展“激扬青春 筑梦台州”大学生
就业创业系列活动，全力促进高校
毕业生实现充分就业。

稳进提质，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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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按颜色“分家”啦

农历七月初七，是中
华民族传统的乞巧节，又
叫七夕节。昨晚，在葭沚
老街，身着传统服饰巡
游、穿针乞巧、拜织女、展
示宋制汉婚……一场以
传统七夕节为主题的“葭
沚古韵 游梦乞巧”活动
在此开展。活动通过宋
韵文化呈现我区传统文
化底蕴，再现宋时葭沚商
渔乐业、商贾云集、贸易
繁荣的景象，构建椒江特
色、舒适、和谐的文化生
活气息。

本报记者 张 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