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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清港镇投入80
余万元为建成区垃圾桶安置“新
家”，以往污水遍地、垃圾杂乱的
现象再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焕
然一新的景象。

在希望路上，路边原先散乱
放置的垃圾桶被两两摆放在一处
棚内，垃圾桶按照黑、绿两种颜
色区分可腐烂垃圾和不可腐烂垃
圾，棚内宣传栏上张贴着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指南，

“以前的垃圾桶由于没有固定
安置点，经常被移动，容易造成
垃圾桶的损坏、垃圾外溢、周边
环境脏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市
容市貌，对行车和行人存在着一
定的安全隐患。”清港镇卫计办主
任季琼说，为此，清港镇选取了
建成区作为示范点，重新规划垃
圾桶的数量和位置，修建垃圾桶

放置点，将垃圾桶围住，做好地
面的硬化处理，为其定位“安
家”，这既提升了整个小区的环境
面貌，又有助于培养居民的垃圾
分类习惯。

“现在扔垃圾方便多了，而且
垃圾桶也不乱跑、不发臭了。”家
住学苑村的曹女士说。

下阶段，清港镇还将加强对
垃圾桶精细化管理和维护，严格
要求环卫工人清运垃圾时正确操
作垃圾桶，防止因生拉硬拽造成
损坏。同时，要求垃圾桶倾倒
后，做到车走地净，垃圾桶放回
原位，方便居民投放。

（金丽烽 文/摄）

清清港港：：为垃为垃圾桶圾桶““安家安家””

本报讯 近日，在芦浦中心小
学前，10多名美术系师生正忙着
给白墙“上妆”。很快，一幅幅色
彩斑斓、栩栩如生，展示“邻里
和睦、富强民主”等主题故事的
图画便跃上了墙面，使得原本不
起眼的路口顿时变得富有生趣，
不时还有路过的市民停下拍照。

“这一幅幅墙画也是我们市民
学知识、讲文明的好教材。”市民
金莉晓表示，通过墙画这种通俗
易懂的文化表现形式，老百姓能
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让人文精
神一点点渗透进大家的生活。

据了解，这是芦浦镇为了助
力城镇治理，组织开展的彩绘墙
画活动，用“小清新”的宣传方

式向市民宣导文明乡风，也给沿
线环境添一道靓丽风景线。

（林青青 文/摄）

芦浦芦浦：：彩绘墙画助城镇治理彩绘墙画助城镇治理

本报讯 11月8日，龙溪镇龙溪公
园东侧，正在建设中的柚博园里，一
台大吊车正轰鸣着吊卸从各地引进的
柚树，园林工人则借挖掘机的动力刨
坑培土洒水进行栽种。

据了解，柚博园于今年4月开工建
设，由万得凯文旦观光园有限公司承
建，技术依托市特产技术推广站，园
区一期开发面积约160亩，内设种质资
源圃、展示厅、实验室、智能连栋大
棚等设施。柚博园集全国柚类种质资
源引进、保护、繁育、青少年科普实
践、品种认知及休闲采摘等农旅结合
为一体，通过先进技术集成转化和示
范推广，建成后能增强柚类科研投入
力量，促进文旦产业转型升级，有效
提升玉环柚类水平，扩大玉环“中国
文旦之乡”的影响力。建成后，柚博
园里不同形态、色泽的柚类种质资源
将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成为富有特
色的农科教基地，成为普及柚类植物
知识、提供学习交流的场所。

目前，柚博园正在完善入园门景
观、智能连栋大棚等设施，先期栽种
的 300 多株柚树已经成活。截至目
前，已经从各地收集引进的各种柚树
种质资源达1300多株，工人们正在加
紧种植、培育中，准备迎接 11月 19
日的开园。 （詹智 文/摄）

龙溪柚博园
本月19日开园
将成为富有特色的农科教基地

本 报 讯 “ 叮 铃 铃
……”随着刺耳的警铃声
响起，干江镇敬老院里发
生“火情”，浓烟弥漫。值
班人员确定起火位置后，
迅速拨打报警电话，并组
织老人有序撤离。

这是干江镇为进一步
强化敬老院的消防安全工
作，增强工作人员及老人
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应
急逃生和自护自保能力，
而特意开展的一次消防逃
生演练。

“着火了第一要务就是
马上逃生，不要因为顾及
财物而延误逃生时间，同
时要记得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靠墙迅速逃离到
空旷地带。”工作人员向老
人们详细介绍自防自救、
火灾报警、逃生避险的实

际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大家平时一定要注

意，不要堵塞逃生通道，
要保持畅通，并注意经常
看一下房间里的灭火器、
烟感器是不是还能正常工
作，如果有问题的话要第
一时间通知管理员。”针对
老人们年纪大、行动不便
的特点，工作人员重点向
老人们介绍火灾预防和逃
生的注意事项。同时，指
导敬老院工作人员使用消
防器材及排查消防隐患。

通过此次应急逃生演
练，大大提高了敬老院工
作人员和老人们的安全意
识、自防自救能力，更重
要的是让大家认识到火灾
的危害和做好日常安全检
查的重要性。

（陈嗣国 文/摄）

干江

敬老院消防演练防未然

本报讯 近日，楚门镇
妇联及镇“五水共治”办
组织志愿者在直塘路开展

“五水共治”满意度提升宣
传活动，通过多形式的宣
传不断提升“五水共治”
工作的知晓度、参与度和
满意度。

在外塘片人流量较大
的直塘路宣传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不时向过往群众
分发“五水共治”相关宣
传资料；市民们踊跃填写

“五水共治”公众满意度调
查问卷，上了年纪的市民
则在志愿者的帮助下认真
完成调查问卷，并最后在

“五水共治”市民“六不、
六要”行为签名墙上签
字。当天，共分发各种宣
传资料 1000 份，有 500 多
名市民来到现场参与活
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五
水共治”。

据悉，为大张旗鼓开
展“五水共治”满意度宣
传，楚门镇早部署、抓落

实，充分利用各种有效载
体，拓宽宣传渠道，有针
对性、有重点地做好“五
水共治”宣传。在各主要
街道、入城口悬挂灯杆标语
200 条，宣传横幅 100 条，
发放“五水共治”满意度调
查表 2 万份，倡议书 5000
张；在楚门镇的各公共自行
车停车亭、电梯内抬头即可
见到治水宣传标语；楚门环
亚影城影片放映前也播放15
秒的治水公益宣传广告，让

“五水共治”宣传在生活中
随处可见。

“楚门发布”微信公众
平台投放线上“五水共
治”问卷调查以来，共有
18823人次参与，营造了浓
厚的舆论宣传氛围，群众
纷纷点赞转发，对楚门镇
的“五水共治”表示支
持，有效提升了“五水共
治”的知晓率，鼓舞了市
民广泛参与治水的热情，
营造了人人知晓、踊跃参
与的良好氛围。 （应军）

楚门

让人人知晓“五水共治”

11月7日上午，细雨蒙蒙，沙门
镇的街头涌现了一批“红马甲”，他
们穿着雨衣、撑着伞，或拿着火钳
捡垃圾，或在路口维护交通秩序，
以实际行动助力沙门镇顺利通过小
城镇综合整治省级验收。

据了解，这些“红马甲”是来
自沙门镇 4个村、5个企业的党员及
预备党员们。此次活动也是沙门镇
村企党建联盟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让我
们能有机会参与乡镇的中心工作，
为沙门发展出一份力，更能让我们
提前熟悉组织活动，认识很多优秀
党员，向他们学习。”沙门镇桐林村
入党积极分子王美萍告诉记者。

“村企党建联盟是充分利用村级
党组织和企业党组织各自的优势资
源，创新党组织活动方式，提升党
员教育管理质量，搭建互帮互助平
台，不断增强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
和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推动
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实现新
发展的有效举措。”沙门镇党委委员
谢文瑶说。

沙门镇开展的村企党建联盟得
到企业和各村的大力支持。这不，
浙江新诺贝家居有限公司党支部近
日便和水桶岙村、桐林村、龙联村
联合举办了“对标、整改、提升”
村企联盟党建主题党日活动，这也
是沙门镇首次村企党建联盟活动，
共有来自“新诺贝”公司、3个村和
党员服务中心的80多名党员参加。

“我们以前都是在自己村里开

会，像今天这种‘走出来’的形
式，村与村、村与企业联合起来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很有意义。”参加
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

“各村党支部都有丰富的党建经
验，通过联盟活动，可以让村企党
员面对面交流，互相促进，对提高
我们企业党建工作水平很有帮助。”

“新诺贝”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董华林
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员教
育传统模式已渐渐满足不了管理的
需要，这个问题在村和企业党组织
中同样存在，村企党建联盟可以让
村和企业党组织互相学习，取长补
短，实现‘共学’‘共享’‘共发
展’。”谢文瑶说。

此外，沙门镇为村企党建联盟
的开展打造了一批党建示范点。在
滨港工业城，高标准打造集休闲阅
读、交流学习、创业研发、便民代
办等为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党
建带领群建的“五心”党建综合
体，以这两个阵地为核心创建滨港

“红色生活圈”，以企业的党群活动
中心为延伸，新建诺贝、名迪、普
天等党群活动阵地，以贴近“两
新”企业员工的活动为抓手，突出
党建引领，强化服务功能。一方面
让“两新”党员员工享受更专业、
更暖心、更有意义的服务，另一方
面也为他们提供志愿服务、奉献社
会的平台，推动“两新”组织活动
常态化。

在村级，沙门镇结合“美丽村
部”建设及“五星在线”党建示范
带创建，推进党组织活动场所软
件、硬件提档升级，挖掘各村自身
特色，进行规范打造提升。据统

计，去年以来，沙门镇共建设“美
丽村部”13个，党建示范阵地9个。

“我们支部以前的组织生活基本
上都是以会议和培训为多，形式比
较单一，硬件设施也比较有限，有
了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党员有了更
多选择，可以跟其他村、企业的党
员增进交流，在讨论一些问题时，
来自企业和村两个不同领域的党员
通过‘思想碰撞’，使解决问题的办
法更加科学，操作性更强。”沙门镇
水桶岙村村支书孔祥勇告诉记者，
自村企党建联盟以来，不仅他们到
企业党组织交流学习，也有很多企
业、村党组织来他们村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互相交流经验，助力村里
的美丽乡村、消防整治等工作，促
进乡村振兴。

“下阶段，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共
建力度，立足各村村情和企业发展
需要，开展更多的联合活动，携手
促进村企深度融合共谋发展。”谢文
瑶表示，将以此充分调动企业关
心、支持和参与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也让各村在用地、用
水、资源、劳力、交通、企业招
工、关系协调等方面给企业以最大
支持，最终实现互利互惠。同时，
还将积极探索建立村企党建联盟的
合作发展新模式，开创互利共赢、
携手发展的合作新局面。

取长补短 实现共学共享共发展
沙门镇探索村企党建联盟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