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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拓展
“三服务” 用心用情解难题
本报讯 （记者 胡程远 陈经宝） 1 月 5
涉及的民房改造、林地审批等问题。据悉，
日上午，市委常委、军分区司令员王辉，副
该民宿群共有 15 幢民宿，80 个床位，投资
市长陈应许一行来洞头区开展“深化拓展
4000 余万元，
预计于今年 2 月份对外营业。
三服务、凝心聚力十四五”活动，先后前往
随后，市领导一行来到诚意药业，了
隔头村、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
解项目在推进中存在的困难。据悉，2020
民宿经济发展、海洋药物研发等情况，现场
年 12 月 10 日，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
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企
司与北京创新通恒科技有限公司举行了
业破解发展瓶颈。区委书记王蛟虎等陪同 “年产 100 吨高纯度鱼油 EPA （原料药） 生
调研。
产线建设项目”签约仪式，国内首个以治
在北岙街道隔头村，市领导一行察看
疗心血管疾病的海洋医药产品——含量为
了梅花礁（蜇埠厂）旅游开发、半山民宿项
99%的“高纯度鱼油”项目动工。据悉，
目，听取该街道关于民宿经济助推乡村振
高纯度鱼油分为鱼油软胶囊和原料药两大
兴的新模式介绍。据悉，洞头环岛西片民
项目，在“健康产业园”一期旁新征地
宿集聚区是北岙街道民宿整村开发的样
106 亩，建设“高纯度鱼油 EPA 生产线”。
板，是我区古渔村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核心 “鱼油软胶囊”预计 2021 年 3 月份进行试生
区，也是温州唯一的海岛精品民宿集群，
产，
“ 高纯度鱼油 EPA 生产线”预计于 2021
2020 年 6 月份，还入选为浙江省民宿集聚
年 6 月份进行试生产。
区助推乡村振兴改革试点。目前，该片区
市领导就诚意药业提出的项目用地审
已落户 6 个连片开发民宿，招引企业 35 家，
批、环评、安评等问题，现场协调市、区两级
撬动社会资本约 2 亿元，形成多元业态 15
自规、环保等部门，要关注支持企业发展，
种。
争取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活动中，
市领导一行参观了正在装修的
调研组指出，旅游经济、海洋药物是洞
伴·精选民宿，并询问了该民宿群在开发中
头的重要产业，市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

市领导实地考察旅游开发、
民宿项目。
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起步即冲刺、开
局即决战”的姿态，不遗余力、全力以赴，深
化拓展“三服务”，做到力度再加大、服务再

优化、标准再提高，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在发
展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为
“十四五”
开局打好坚实基础。

海岛交通频传喜讯
群众出行更加便利

岁末年初，
海岛交通捷报频传。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门镇美岙至沙岙隧道暨大门环岛公路全线通
车。作为区重点工程，该隧道东起沙岙村（南山坪），终点为寨楼村，全长
2.9 千米，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正式开工。该隧道将大门镇东西片村居紧紧
相连，以往 30 分钟的车程缩短至 3-5 分钟。同时也进一步完善大门镇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周边村居餐饮、休闲等行业发展，优化全域
旅游发展格局。
1 月 6 日上午，鹿西岛综合交通码头正式启用。该码头位于鹿西岛西
南侧沿岸，临近鹿西渔港，设有 500 总吨级车渡滚装泊位 1 个，300 总吨级
客运泊位 2 个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通过能力为车 3 万辆次/年，客 41 万
人次/年。这是鹿西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件大喜事，在改善离岛群
众出行条件的同时，
进一步助推当地海洋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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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环岛公路全线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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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档案数字化率 80%，
馆藏档案数字化率 100%，
数字档案室建设完成率 100%

区档案馆顺利通过国家级数字档案馆现场测试
本报讯 （记者 余佩遥 洪建栋） 1 月 4
日至 5 日，
国家级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评专家
组一行来洞头区档案馆开展现场测试。通
过两天的现场测试，专家组一致同意洞头
区档案馆以“国家级数字档案馆”报请国家
档案局审批。区委副书记吴志安参加测试
验收会。
近年来，洞头区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安
排 5900 万元用于建设档案新大楼，大楼总
面积 9000 平方米，设有查阅大厅、数字化加
工室、档案登记备份中心及大数据中心等
功能用房，符合档案馆“五位一体”功能要
求，具备档案安全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
力。
为加快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步伐，
洞头区以创建省级、国家级数字档案馆为

目标，推进馆藏存量档案和基层档案数字
化项目建设，同步开展软硬件系统平台建
设，加快档案工作智能化建设。三年来累
计 投 入 信 息 化、数 字 化 建 设 专 项 资 金 近
1000 万元，创新开展“兜底式”民生档案整
理，实现基层档案数字化率 80%；全面开展
区馆藏档案扫描清查，实现馆藏档案数字
化率 100%；加快馆内信息化硬件建设，完
成 全 区 87 家 数 字 档 案 室 建 设 ，完 成 率
100%，档案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迈
上新台阶。
在不断丰富电子档案资源的同时，区
档案馆更加重视推进资源共享，提升查档
用档的便民服务能力。2019 年，开发区档
案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充实触摸式一
体机、瓯 e 办等载体，为群众提供了一站式

档案利用服务，档案数据服务部门、街道
（乡镇）、村居全覆盖，实现群众网上查档不
出户、平台查档不出村或“最多跑一地”，机
关内部查档
“零跑”
。
2020 年，按照《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
法》，洞头区对标找差距，对表抓落实，有效
提升了全区档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和档案工
作服务民生的能力，
顺利创成省级数字档案
馆，并于同年申报创建国家级数字档案馆，
实现省级、
国家级数字档案馆
“两级跳”
。
测试验收会上，区档案馆汇报了数字
档案馆创建情况，专家组组长宣读系统测
试意见。据悉，经过为期两天的现场测试，
专家组就洞头区数字档案馆的建设打出高
分，并建议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强
数字档案馆系统的实际应用和运行管理。

专家组指出，希望洞头区档案馆要按
照专家组的测试意见和要求进行逐条梳
理，认真落实，争取尽快完成整改；要以目
前的工作成绩为基础，扬优势补短板，继续
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充分利用档案
信息化，进一步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工
作力度，为党委决策和各项事业发展提供
必要的智力支持。
吴志安表示，洞头区委区政府将继续
推动档案数字化进程，全力推进数字赋能
工作，进一步提升全区档案数字化的迭代
升级。此外，还将把档案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的工作进一步延伸，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以创建国家级数字档案馆为契机和新起
点，为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应有的档
案支撑服务。

区委议军会暨书记、区长武装工作现场办公会

市领导来洞头开展“三服务”活动

全面拓展军民融合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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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佩遥 洪
建栋) 日前，洞头区委议军会
暨书记、区长武装工作现场办
公会召开，
并开展军事日活动，
要求全面扛起党管武装的政治
责任，
切实抓好民兵队伍、征兵
工作、国防教育
“三抓”
工作，
全
力打造新时代民兵建设“重要
窗口”。区四套班子领导王蛟
虎、林霞、叶海峰、汪慧平、吴志
安等参加会议或活动。
会议传达了市委议军会精
神，并听取 2020 年度武装工作
情况等事项。去年以来，区人
武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
做好战备训练、应急应战、军民
融合等工作，武装工作亮点频
出，
在思想政治教育、民兵组织
建设、兵员征集、抗疫抗台等方
面不断加强工作的落实与建
设，圆满完成洞头先锋女子民
兵连建连 60 周年系列活动，为
洞头统筹打赢
“两战”
作出了突
出贡献。
林霞指出，要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勉励指示精神，深
入做好红色海霞后半篇文章，
真正打造新时代民兵建设重要
窗口。要继续打响海霞品牌，
加强队伍建设，把女民兵培养
成人人争着要的
“香饽饽”。此
外，
要把海霞文化转换成产业，
进一步提升海霞品牌力。
就进一步抓好武装工作，
王蛟虎强调，
要聚焦中国梦、强
军梦，
突出强化理论武装、制度
落实、从严治军，
全面扛起党管
武装的政治责任。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切实抓好民
兵队伍、征兵工作、国防教育“三抓”工作，全力打造新
时代民兵建设
“重要窗口”。要聚焦大融合、大发展，
全
面拓展军民融合的工作格局。
会后，王蛟虎、叶海峰、汪慧平等区领导与有关单
位负责人等一起参加了
“军事日”
活动。

年轻科级干部
“思享汇”
碰撞思想火花

展示青春风采

本报讯 （记者 余佩遥 郑树） 1 月 6 日上午，2021
年第一期年轻科级干部
“思享汇”
举行，
各街道（乡镇）、
部门单位的年轻科级干部围绕自身工作展开精彩分
享。区领导王蛟虎、吴志安等出席活动。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层干部每天的工作开展其
实都是围绕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所展开的。那么对于
我们来说，
老百姓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其实恰恰就是我
们工作最大的意义。
”
“要去不断地挖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去不
断的充实自己的能力库。将不同的工作经历转化为不
同的工作能力，
来应对更多的实际问题，
帮助老百姓解
决更多的问题。
”
活动中，
东屏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方雅靓、区妇
联副主席陈佳等 10 位年轻干部围绕“工作中最满意的
三件事”
这一主题，
从自身角度出发，
讲述工作成效、经
验分享、心得体会等方面内容。
据了解，自 2020 年以来，
“ 青年思享汇”活动已陆
续举办了三期，成了年轻干部们交流心得体会和分享
成长经历的一个平台。上台分享的科级干部们虽然年
轻，但从他们的分享中，可以发现他们处事、工作都十
分成熟，
让现场的每一位年轻干部收获与感触良多。
“能让大家不拘泥于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
去更多
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我觉得这样对年轻
干部的成长来说会更加有利。”
区委办副主任许生浩表
示。
“下一步，
我认为我应该从开拓进取、敢于担当、勇
于创新、坚守底线、坚持不懈、服务至上来继续开展工
作。
”区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青青表示。
一个地方的发展，
就是一场接力赛，
需要一批人甚
至几代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当前洞头正处于高质
量发展的黄金期，
需要更多的新时代年轻干部挑大梁、
唱主角，
在各种挑战中，
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为洞头的
海上花园事业发展建功立业。

洞头获评省 3A 级景区城
本报讯 （记者 陈滨献 郑树） 近日，温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发布《关于命名温州市 2020 年 3A 级景区
城和 4A 级、3A 级景区镇（乡、街道）的公告》，洞头区获
评 3A 级景区城。
自 2019 年以来，洞头区精心谋划，精准对标，精美
建设，致力于打造秀美精致的海上花园城。高标准完
成新城二期城市设计，
坚持
“一村一主题一特色”，
突出
海岛渔村特色风貌的重塑。坚持“引海入城”理念，建
成总投资 1.7 亿元的河道景观工程，
突显
“城在海中”
景
观风貌。景区城共建成花园村庄 21 个，创成 A 级景区
村 18 个。
近年来，洞头区不断挖掘非遗文化资源，打造妈
祖、七夕等民俗体验品牌。投入 22 亿元建设全国首个
以民兵为主题的海霞小镇，
建成 11.4 公里临海栈道，
提
升 42 公里海岛绿道，休闲运动旅游成新热点。通过众
筹开发、村企合作等模式吸引民资 1.9 亿元，形成 5 个
精品民宿村，创建区域范围内民宿 82 家，床位 868 个。
建成完善一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旅游接待服务设施
和旅游配套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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