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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低：免评估及抵押登记费用
◆ 额度高：最高可贷房产评估价的100%
◆ 种类多：出让、划拨、自建房等均可抵押
◆ 期限长：最长可办理五年循环
◆ 利率低：最低可至基准利率
◆ 效率高：最快1个工作日完成贷款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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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一降到底，我担当你受益
——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

为支持实体经济和服务民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降低小微企业主融资成本，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推出
“普惠金融贷款”优惠政策。

额度高：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农户等用于生产经营所需的贷款，最高可达1000万元
成本低：月利率4.425%，押品评估和抵押登记费全免
审批快：开通绿色通道，享受专项规模

贷款资金不能用于购房、股票、期货、金融衍生产品、股本权益性投资，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消费及投资行为。

详询各网点：温溪网点：李经理（636354） 东苑网点：吴经理（533603） 山口网点：叶经理：61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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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佳佩 通讯员 杜俊） 最近这段时
间，太阳失踪了一样，天气一直呈现雨雨雨的状态，那么
未来一周我县天气状况如何？

昨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未来一周我县仍以阴雨
寡照天气为主，19日阴有时有小雨，夜里部分中雨；20日
后期到21日受高空槽、低层暖切和地面倒槽共同影响，我
县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22日起雨势减弱，以阴天或小
雨为主；而在气温方面，总体较为平稳，基本在6-14℃之
间，体感上会比较湿冷。

气象部门在此提醒，现正值春运返程期，阴雨天气道
路湿滑，市民要注意出行安全。

春节过后春寒料峭
本周持续低温阴雨天气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昨日，我县召开农业产业发
展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全市“两山”发展大会和县委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围绕发展第一要务，谋划部署我县2019
年农业产业发展工作，推动我县农业产业实现大发展。

会上，章村乡、舒桥乡、小舟山乡和县农发公司代表
围绕特色产业发展上台发言，并对今年的工作作出了清
晰明确的思路安排。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我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发展，
各项工作保持良好势头。其中，经济指标实现稳增长，产
业发展取得新成效，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重点改革实现
新突破，实现了乡村振兴良好开局。

会议指出，目前我县农业产业发展中仍存在总量不
大、谋划不深、后劲不足等问题。会议要求结合我县出台
的《关于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兴旺的若干意见》，着力提品
质，实施农产品品质品牌提升工程；着力补短板，实施农
产品食品加工园区化标准化工程；着力强产业，实施农业
产业基地扩量提质工程；着力增效益，实施农旅融合商品
化项目化工程；着力强保障，实施农业服务体系产业化区
域化改革工程。

实施六大工程
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日前，青田侨乡委员会客厅
首次活动举行，并召开了相关座谈会。省、市、县领导马
光明、陈瑞商、陈景飞、李飞林等参加。

据了解，委员会客厅是指十二届省政协搭建的一个
与新时代要求相契合的开放性履职平台。目前，省政协
已在中国网络作家村、杭州滨江（高新）区、杭州未来科技
城海创园、基金小镇、云栖小镇、青田侨乡等建立了8个委
员会客厅，旨在更好地把网络作家、高科技人才、海归人
才、金融人才、新生代民营企业家、侨商侨眷等团结在党
的周围。青田侨乡委员会客厅成立于2018年12月12日，
是全省第一个县级委员会客厅。

会上，省、市、县政协委员和侨界人士围绕“我与改革
开放同行”主题，通过自身在国内外创业发展的亲身经
历，叙述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的成果和自己的爱国爱
乡情怀，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就下一步工作，省政协副主席马光明要求，要牢记青
田侨乡委员会客厅的主要任务，发挥好应有作用，使华侨
和侨眷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把握青田侨乡委
员会客厅的特点，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全力引
导华侨和侨眷爱国爱乡，力所能及地为华侨和侨眷提供
与会客厅性质相应的咨询和服务。要探索创新委员会客
厅工作的方式方法，适应华侨和侨眷对会客厅工作的需
求，在地点上，国内和国外相结合；在内容上，上情下达和
下情上传相结合；在方式上，宣传与研讨、网上网下相结
合；在力量上，牵头委员和工作团队相结合。

市政协主席陈瑞商指出，委员会客厅是省政协初心
回归、履职拓展、作用放大的创新平台，此次活动的选题
契合，与会人员言真意切、创业感人、建议中肯。他希望，
青田侨乡委员会客厅能成为一个华侨、侨眷学习党和国
家政策方针、法律法规的学习平台，与华侨、侨眷凝聚共
识、增进友谊的沟通平台，华侨、侨眷讲好中国好故事的
宣传平台，为华侨、侨眷提供帮助的服务平台。

青田侨乡委员会客厅
首次活动举行

喜迎两会
代 表 委 员 风 采

季力达是船寮高中校长，自从2012
年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后，7年来，他在教
育岗位上勤勤恳恳，教好书、育好人；作
为政协委员，贴近群众、关注民生，积极
搜集社情民意，以政协委员的责任和眼
光关注身边的社会动态。

对于今年的提案，季力达思考了很
长时间。“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青田的职业教育办学规模不断
扩大，办学条件不断优化，办学水平显
著提高，实现了较快发展。”季力达介
绍，虽然我县职业教育水平一直在提

高，但是由于管理机制不完善、企业参
与不积极等一些因素，制约了产教融合
的深度开展。因此，今年季力达撰写了

《合理推进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共赢的
职教模式》提案，希望能够推动完善产
教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是非常明
确的，那就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
目标。”季力达表示，接下来他将坚持
深化课程改革，进一步围绕行业人才
需求，加强职业素养、生涯规划教育，
着力培养德能兼备的合格劳动者。进

一步推进产教融合，服务地方经济，让
中职学生与我县实体经济、文化产业
一起成长，共同为我县的全面发展做
出贡献。

除了中职教育方面，季力达还对非
遗文化传承、如何留住优秀教师等问题
进行了关注和思考。作为一名政协委
员，季力达明白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思
考，才能提升自己的履职能力，发挥好
政协委员的作用，无愧于群众的信任。

黄玲晓

季力达：让中职教育发挥实效

本报讯（记者 叶春笼 通讯员 冯
丽静）近日，在温溪镇尹山头村村民蒋
伟彬家，原先像蜘蛛网一样的老旧电路
被清除，替换掉的主线和副线按照相关
标准进行PVC套管保护，并安装了一盏
照明灯、一只插座，配置了漏电保护装
置的空气开关，清爽、安全、合理的线路
改造令蒋伟彬高兴不已。

同样完成电气线路改造的还有温
溪镇学神村的新合兴南货店，这处店面
是我县一处文保单位，屋檐精美的雕
饰、镂空的美人靠、楷书的扇门，保留了
清朝晚期江南传统民居的建筑特点。
在电气改造中，除了对老化电线进行更
换，还用不锈钢套管隔绝火源，极大地
消除了火灾隐患。

“蒋伟彬家和新合兴南货店仅是我
县老旧民房电气改造的缩影。去年，全

县投入近500万元，完成了6115户老旧
房屋电气线路换新。”青田消防大队副
大队长吴惟权介绍，我县农村有大量年
代久远的混结构老旧房屋，房中线路老
化严重，耐火等级低，极易引发火灾事
故和人身触电事故。而通过老旧房屋
电气改造，能进一步消除因混木结构老
旧房屋电线老化引起的事故隐患，逐步
改善百姓消防安全环境，从源头上提升
农村火灾防控等级，遏制农村火灾多发
高发态势。

记者从青田消防大队了解到，去
年，全县火灾出警数196起，其中火灾70
余起，而由电线引发的火灾占据一定的
比例。通过排查，老旧房屋电气线路老
化、超负荷，许多群众用的是电磁炉等
电器，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此次电气
线路改造是我县农村火灾防控三年行

动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凡有人居住、
未纳入民宿发展范围且存在安全隐患
的木结构、土木或砖木结构建筑，均纳
入改造范围，按照每户700元的标准，费
用由县财政保障。

“2018 年以来，我们以预防和减少
农村老旧民房火灾事故为目标，在全
县大力开展老旧民房电气线路改造工
作。”吴惟权说，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
优化顶层设计，逐级完善责任体系，制
定出台了《青田县农村火灾防控三年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7—2019 年）》，
形成了《关于贯彻落实消防安全责任
制实施办法的若干意见》，有力有序推
进各项工作落实；另一方面强化群防
共治，逐步夯实防火根基，在全县建立
600个全科网格，成立了温溪、船寮、腊
口等 7 个一级消防工作站和 25 个二级

消防工作站，并明确对农村地区老旧
民房电线进行更换、穿套管保护、增设
漏电保护装置。同时，还深化资源整
合，逐层做好宣教渗透，有效普及消防
安全知识。

吴惟权表示，传统民居是我县的
特色文化资源，通过电气线路改造，大
大降低了消防风险，也可以充分满足
对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需求。2018
年，全县完成电气线路改造6115户，降
低消防隐患成效显著，火灾起数分别
较 2017 年、2016 年同比下降 26.37%、
32.08%，全面夯实了农村火灾防控基
础。

6115户农村老旧房屋电气线路完成换新

让百姓住得更安心

昨日，在海口镇，村民们敲
起锣鼓，举着 70 多米长的海口
板龙，在街头巷尾游行。海口镇
海口村干部介绍，游板龙庆元宵
这一习俗，他们已经传承了数百
年。

徐俊

实地查看、公共商讨、征询民意
……最近几天，县人大代表、祯埠村村
干部饶宏勋和周边村的村干部一起为
祯埠镇到海口镇的岭南公路陈篆至南
岸段“断头路”忙碌着，准备把这个村民
关心多年的问题再次带到县两会上。

饶宏勋介绍，岭南公路始建于六七
年前，总长约八公里，其中岭下至陈篆
路段已经完工多年，由于种种原因，陈
篆至南岸约四公里长的路段搁置多年，
至今没有完工。饶宏勋说，该路段的搁

置不仅影响村民出行，还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

“之前那里也有条老路，但不到三
米宽，前两年经常有车辆发生碰撞，甚
至还有车翻到江溪里。此外，每天还有
四五百工人会经过这里到南岸工业园
上班，安全隐患很大。”饶宏勋对记者
说。

自从当选县人大代表后，饶宏勋一
直关心着岭南公路陈篆至南岸段“断头
路”问题，连续多年在县两会上提出相

关建议。今年，他决定再次把这个问题
带到县两会上，履行一名人大代表的职
责。“我们人大代表就是要关注群众关
心的问题，把他们的心声带到两会上。”
饶宏勋表示，“陈篆至南岸段‘断头路’
问题村民都十分关心，我们要努力解决
这个问题，避免事故再次发生。”

夏建微

饶宏勋：关注农村公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