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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不讲情面 整改不留死角

乡镇活动

坎门街道以点带面扎实推进联创工作

对超标“大棚房”一拆到底

清港

玉环市传媒中心
电视节目单
3月1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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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5 榴岛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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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美人
09:50 天南地北玉环人第

□本报记者 陈微斐 文/摄

□本报通讯员 潘瑶强

受机动车数量日益庞大、城市
用地不断紧张、市民文明行车意识
不强等因素影响，停车难、停车
乱、交通堵已成为近年来掣肘坎门
城市发展、影响市民生活的一大
“顽疾”。
今年初，坎门街道“联创办”向
街道 19 个社区 （村） 的群众广泛开展
了“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小城镇环境
卫生整治”的问卷调查，对乱贴乱
画、乱泼乱倒、乱拉乱挂、乱搭乱
建、乱停乱放的“十乱”现象进行详
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群众认为
坎门“十乱”现象中“乱停乱放”现
象最为严重，急需整治。
“联创办”将这一结果反馈到相
关部门。随后，相关部门迅速行动、
强化整治，施划停车位、人工抄告违
停车辆、电子抓拍等多措并举，堵疏
结合整治乱象。近日，记者在坎门街
道海城社区采访时，看到工作人员正
在施划停车线 （见右图）。
从制定调查问卷到整治乱象，
坎门街道“联创办”既是“出题
人”又是“解题人 ”，工作针对性
强，反应迅速，受到群众一致好

评。其实，坎门街道“联创办”去年
10 月才开始实体化运作，但已有力推
动了坎门街道“三城两街”（玉环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玉环市创建省级
食品安全城市、玉环市创建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坎门街道“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坎门街道创建“无违建”
街道） 联创工作及“五水共治”“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等中心工作常态
化、规范化、制度化运行，提升了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各项创建工
作取得实效。
据了解，坎门街道“联创办”
实行“1+N”结构框架，设立一个中
心联络站和“N”个专项工作组，中
心联络站设一名总联络员，每个工
作组设一名联络员。每个工作组负
责完成本组日常工作及创建任务 ，
总联络站负责工作对接、工作调度
及信息反馈。
为规范工作指导，街道还针对
各项创建工作内容，创造性制定既
严肃规范又具可操作性的 《坎门街
道联创检查工作指导手册》，分发给
全体干部、相关站所及社区 （村）
工作人员，确保“工作指导人手一
册，创建标准心中有数”。
“台州中元前面窨井盖破了，麻
烦相关单位修一下”“渝汇隧道内人
行道水泥板多处破损”……这是坎

门街道“联创办”总联络站联络员
慕思榕手机里“坎门街道联创工
作”微信群内闪动的信息，“群里面
有综合执法、交警、城建办、社区
（村） 等工作人员 100 多名，他们一
旦发现问题就会拍照发在群里，我
就将问题记录在案并分配到相关部
门进行整改。”慕思榕介绍道，以前
有很多问题就算发现了，群众也不
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现在由“联
创办”统筹协调督查就能快速高效
地解决问题。
关 于 窨 井 盖 破 损 问 题 ，“ 联 创
办”联络员多方调查，最终确定属
于电信部门后，迅速将问题反馈 ，
该部门当天就整改完毕。而渝汇隧
道水泥板破损问题，联络员则反馈
到城建办，城建办立即组织人员进
行路面破损情况统计，落实施工队
迅速整改，而整条路面的破损情况
统筹整改。“交办单位要在规定时间
内落实整改并反馈，如遇特殊情况
无法按期完成需向主要领导说明。”
慕思榕说，联络员还要将未整改的
问题整理到当周的简报中，发放到
各部门，待每周五督查时再去查看
是否已经整改到位。
据悉，“联创办”组建了由联创
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常务副组长、纪
委书记、值班领导及“联创办”、纪
检办、宣传办等人员组成的督查固定
班底，每周五由一名组长或当日值班
领导带队，三个科室各派一人参与，
针对交办问题落实情况及专项工作完
成情况进行滚动循环督查。
“我们要进行推磨式的销号整
治，把这些问题反复碾压，直到完
全整改到位。”坎门街道党工委书记
李国立表示，“联创办”就是要做到
“督查不讲情面、整改不留死角”，
对交办问题整改不到位、不及时的
或多次在同一地点发现同一问题的
将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而社区
（村） 主要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

人、专项工作组组长均为第一责任
人。
据统计，坎门街道“联创办”
去年充分发挥组织、协调、指导、
督查的职能作用，共召开现场会、
协调会 10 余次，联合社区 （村）、部
门站所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7 次，共汇
总各工作小组上报日常检查问题 418
件，已整改完成 380 件，整改率达
90%，还未整改完成的也都已纳入整
改日程。
采访当天，记者在坎门街道海
港菜市场的背街小巷看到办事处副
主任胡存尧正带队联合查违办、市
场监管、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对一家早餐店的违章建筑进行
拆除 （见左图）。“年前就已经拆除
一部分了，结果店主又重新搭建 ，
所以必须强制拆除。”胡存尧告诉记
者，“联创办”督查中将这一问题反
馈上来，他们就及时行动整改。当
天，他们还查封了两家无证经营的
卖鱼摊。
此外，借力“联创办”的严格
督查，坎门街道“五水共治”工作
人员也积极行动，全力推进“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春节过后至今 ，
街道已完成巡河 216 次，对巡查过程
中发现的河岸边乱侵占等问题立即
整改，确保河道环境质量。
“开展联创工作是优化环境之
需、加快发展之策、惠泽民生之
举，联创工作事关坎门发展大局 ，
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坚持
创建为了人民、创建依靠人民、创
建成果全民共享、建设成效群众检
验。”李国立表示，下阶段，坎门街
道还计划打造精品街区、精品菜
场、精品店铺等示范点，以点带面
扎扎实实推进联创工作，建设“宜
居宜业、美丽美好”的滨海坎门。

亮点聚焦

本报讯 连日来，清港
镇组织人员对楚北塘超标
准农业大棚看护房进行全
面拆除，共 27 幢、面积达
2600 平方米。
据 悉，自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以来，清港在全镇进行拉网
式排查清理，实行网格化管
理、责任到人，逢棚必查、
不留死角，摸清底数、掌握
实情，累计开展排查行动
126 次，排查各类温室大棚

1107个、面积2704.5亩。同
时，上阶段已处理 4 处违法
违规占用耕地建设的“大棚
房”，并拆除上湫村、垟心
村、翻身村等地14处超标准
农业看护房，整改率100%。
下阶段，清港镇将通过
“边排查边整治、边整治边
验收”，紧扣时间节点，加
大督查力度，强化执法保
障，对超标“大棚房”做到
应拆尽拆。
（金丽烽/文 李云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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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

为教育迁建工程添“绿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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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3 月 12 日 上
午，沙门镇联合市教育局在
沙门中学及沙门幼儿园新校
区建筑工地上，开展“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植树活
动。沙门镇机关工作人员、
教育局教职工以及村干部等
80多人参加活动。
在植树现场，只见大家
个个干劲十足，或两人一
组，或三五人搭档，有的铲
土，有的扶正树苗，有的压
实土层，分工协作，相互配
合，合力栽下一株株树苗。

在近一个小时的努力下，
400 余株麻黄树苗被顺利种
下，为沙门中学及沙门幼儿
园新校区筑起了一道天然绿
色屏障，降低工业园区及沿
海高速可能带来的噪音影
响，也为沙门教育播下了新
的希望。
据悉，沙门中学、沙门
幼儿园迁建工程位于沙门镇
南部新区立新塘，建成投用
后可为沙门提供更加优越的
教育环境，满足教育发展需
求。 （胡存超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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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浦吹起移风易俗文明新风

西塘村为老人办集体寿宴
本报讯 近日，芦浦镇西塘村家
宴中心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
生日会，为 30 多位老人举办集体寿
宴，既隆重又节约，受到各界好评。
“按照农村的旧俗，以往老人
过生日都要摆个‘排场’的寿宴，
这不仅增加了乡亲们的负担，也容
易助长攀比之风。西塘村家宴中
心厨房整洁明亮，宴席可‘一键生
成’，而且饭菜味道也不错。”西塘
村村民颜彩玲说。
临近中午，在家宴中心内，30
多位老人已就坐开席。只见老人们
穿着喜庆的衣服，围坐在一起，边
吃可口佳肴边拉家常，其乐融融。

参加活动的林大爷表示，过这样的
集体生日，很有新意，相比在家里
办寿宴，大家聚在一起更热闹、更
开心。
当天，芦浦镇还在西塘村文化
礼堂门口设立了“倡导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为主题的签名墙，
巾帼志愿者引导党员干部、村民群
众在墙上签名，承诺做移风易俗的
践行人。随后，西塘村的巾帼志愿
者还走村入户，发放移风易俗倡议
书等宣传资料，倡导村民从点滴做
起，树立文明健康的新风尚，营造
文明和谐的乡风民风。
（林青青）

发现隐患第一时间整改
干江继续保持消防高压态势
本报讯 为确保辖区内出租
房、建筑工地和宗教场所等的消防
安全，连日来，干江镇组织工作人
员积极开展排查和整治。
3 月 13 日 ， 镇 铁 拳 办 组 织 人
员对工业园区的生产企业、在建
工地等开展消防安全突击检查和
隐患整改“回头看”，针对年后企
业新进员工多的特点，强化企业
员工安全生产“第一课”，组织消
防知识培训等。同时，重点检查
企业智能充电桩建设进度、厂区
内有无电线私拉、灭火器等消防
器材有无失效等，还联合电力等
部门对消防隐患反弹严重的出租

房进行断电处理。
“消防安全无小事，再小的隐
患如果不及时整改就可能会酿成大
灾。”镇铁拳办负责人表示，下阶
段，干江镇将继续保持消防高压态
势，加大检查、整改力度，对发现
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整改，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干江镇近日还组织干江
镇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来到消防体验
馆，通过观察和亲身体验，了解如
何正确使用消防器材，如何在火灾
发生时正确逃生自救，如何在火灾
初期正确报警、灭火等知识。
（陈嗣国）

龙溪

妇女创意手工为生活添彩
本 报讯 做一支口红，
宠爱自己；制一块肥皂，芬
芳生活。近日，龙溪镇妇女
代表相聚在山里“花涧堂”
手工坊，开展创意手工制作
庆“三八”活动，在芬芳四
溢的皂香中，增添工作生活
的情趣；用口红斑斓的色
彩，折射节日美妙的时间轨
迹，同时还传播健康、科
学、环保的理念。
在老师的辅导下，妇女
姐妹不仅了解了环保酵素等
制作材料，还通过加温、放
皂基、调试颜料、搅拌、倒
入模具、冷却等工序，亲自

动手制作出了一块块散发着
幽香的肥皂。同样，通过精
油、蜂蜡、色粉的运用和制
作，一支支精致的口红也从
大家手中诞生。
多彩生活，无处不
在。在此期间，塘厂村文
化 礼 堂 里 ，“ 浑 水 摸 鱼 ”、
高手套圈、吹蜡烛；龙兴
村穿针引线、跳绳、拔
河；梅岙村“爱就大声唱
出来”等趣味游园活动，
将妇女姐妹的业余文化生
活点缀得多姿多彩，携手
追梦在美好新时代里。
（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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