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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防疫“居家” 分类宣传不停

10个小区垃圾“智分”持卡率达98%

本报讯 “女士您好，请问您是
这边小区的住户吗？请出示健康
码，配合我们测一下体温。另外 ，
请问您是否办理了垃圾分类智能
卡？”在坎门渝汇小区门口，一名物
业管理人员向出入市民询问道。
这样的询问，每天都会出现在
每个智能运行垃圾分类小区出入口
处。自我市春节前开启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以来，欧洲花园、财富中
心、渝汇小区等 10 个智能运营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悄然暂停第三方市场
运营，智能回收设备也无奈按下
“暂停键”。但是，市垃圾分类办坚
持“安全防疫、分类宣传”两手
抓，通过物业、专企联动，广泛动
员智能卡“补漏”办领，助力我市
“智分”小区发卡率再上新台阶。
“纵使设备防疫‘居家’，智能
分类宣传也不能停。物业体温监测
的间隙，恰好也是开展智能分类推
广的良机 。”市分类办工作人员表
示。
返岗战“疫”初期，市垃圾分

类办及时讨论，把“发卡提升”作
为防疫期分类开展侧重点之一，对
接 第 三 方 公 司 —— 浙 江 联 运 公 司 ，
指导其加强物业联动，强化防疫垃
圾分类。同时，在下乡督查期间 ，
反复要求联运公司通过“线上”沟
通，协调物管人员利用业主测温检
查间隙，对其智能卡申领情况挨个
询问，对未办卡业主进行现场发
放，并细致讲解、指导设备使用方
法、积分兑换功能等。
据统计，仅 2019 年垃圾分类示
范小区渝汇小区的发卡户数新增约
300 户，累计达到 2490 户，办卡率达
到 97%以上。
“由于疫情需要，我们不能入户
开展宣传、发卡，但多次与物业协
调沟通后，有了物管人员的协助 ，
我们运营设备的持卡数量有了一定
补漏 。”浙江联运公司经理陈清平
说。
春节前夕至 2 月底，该批 10 个
小区的智能卡申办数从 4500 余户逐
渐提升至 5400 余户，持卡率同步提

购菜苗木苗去“新家”啦！
玉城中队暖心助力临时疏导点开启

升 7 个百分点左右，升至约 98.1%。
通过物业“搭句话”，垃圾“智分”

持卡率得以再提升，分类智能小区
“阵地”进一步筑牢。 （郭建宏）

中队警示提醒 家属村居劝说 媒体公开曝光

“三步警示法”治占道经营

查复工赠口罩 教商户学预约

“柔性执法”暖人心

本报讯 “谢谢！真的
谢谢你们送的口罩，我之
前问遍周边的药店都没买
到口罩！”这是沿街商户对
执法人员的感激之语。
3 月 4 日，市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龙溪中队会同龙溪
镇政府、龙溪市场监管所对
沿街店铺开业情况进行统计
及检查，并询问口罩、测温
仪是否齐全，健康码显示及
所处场所通风等情况。
“正准备开门营业呢，
正好你们来了，快给我们
店看看有什么需要注意
的？”在一家刚准备开门复
工的商店门口，商户一见
面就问。“简单来说，就是
戴口罩、戴手套、多消
毒、勤通风、体温检测，
有问题及时上报。还有，
麻烦您出示一下健康码，
再让我们看看店里有没有
配齐口罩、测温仪。”检查
中得知商户跑了很多家药
店都没买到口罩，龙溪中
队副中队长林润顺立马从
包里拿出了口罩送给他，

临走时还不忘嘱咐，一定
要佩戴好口罩。
“但是这口罩今天用了
明天就没了，这可怎么办
呀 ？” 商 户 皱 着 眉 头 轻 声
嘀咕道。见此，龙溪中队
执法队员尹云剑拿出手
机，手把手教商户如何在
“玉环发布”公众号上预
约口罩，并告知可以关注
这个公众号，后续可能会
不定时有免费口罩预约发
放。学会操作后，商户对
着尹云剑一再表示感谢。
据悉，疫情防控以
来，市行政执法大队龙溪
中队的执法队员每天都会
深入大街小巷，对流动摊
和沿街商铺疫情防控进行
日常巡查。在发现个别年
老的菜农、商贩买不到口
罩或佩戴破旧棉布口罩
时，队员或苦口婆心规
劝，或尽己所能帮忙。
“希望我们的‘柔性执
法 ’， 能 让 城 市 管 理 更 温
暖、更贴心！”林润顺说。
（郭婷婷）

化“双重风险”为“双重动力”
本报讯 “同志，老人家昨天不是已经
签过字了嘛，怎么还有一份？”
“您好，是这样的，这张提醒单是专门
交给家属的，希望家里人能和老人多沟
通，劝导他们不要占道设摊，疫情期间尽
量减少外出。
”
3 月 10 日上午，在楚门中山村村委会
的配合下，楚门中队执法队员将两份“温
馨提醒单”分别送到了陈大伯和吴大妈子
女的手中，提醒单的另外两联则交由村委
会负责人保管。据悉，这是楚门中队在疫
情防控期间创新推出的“三步警示法”（第
一步中队警示提醒；第二步家属村居劝说
引导；第三步媒体公开曝光），通过一张小
小的单子将老人和家属以及所属村居联系
起来，变被动处罚为主动服务，充分发挥
后两者的宣传教育作用，从而以一种更为
柔性的方式管理流动摊贩。

对于执法队员的新举措，中山村的工
作人员表示理解和配合，并表示下阶段将
加大力度做好村里老年人的宣传工作，全
力支持疫情防控。
“老年人占道设摊不仅仅是一个市容问
题，背后还涉及到老年人的物质及精神文
化生活如何得到保障。我们试行‘三步警
示法’的初衷就是希望发挥家属子女、村
居干部以及社会舆论三股力量，共同来关
注老年群体，帮助他们认识到占道设摊行
为的违法性，积极引导其进入临时疏导点
规范经营，并不是简单地取缔了之。”对于
新试行的“三步警示法”，楚门中队中队长
陈匡强这样解读道。
下阶段，楚门中队将继续做好劝导，
核对及完善被警示人员信息，对多次违规
的流动摊主，会在电子屏或宣传栏上曝光
相关信息。
（陈端一）

疫情期间更不能放松
本报讯 早春二月是播
种的时节。为了不耽误农
户生产经营，经市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玉城中队经多
方沟通，落实各项防疫工
作后，于近日上午 6 时，
位于玉城街道南二路的菜
苗木苗临时疏导点重新开
启。
据 悉，为了确保疏导
点能够按时开启，玉城中队
前期对接了玉城街道、卫健
委、城南社区、东门社区、
环城村委等多个单位，对疏
导点开展集中消毒，落实农
户体温检测、健康码检查
等，并与其签订个人防疫承
诺书，要求规范经营的同时

严格落实个人防疫工作，并
配合中队队员的定时检测。
待全部就绪后，疏导点重新
开放。
现 在 每 天 清 晨 6 时 30
分，在南二路菜苗木苗临
时疏导点的检测口，玉城
中队队员都会按时到岗，
检查销售人员的健康码，
测量每一个进出人员的体
温，以确保疫情防控到
位、销售经营有序。看到
执勤队员为了防控疫情不
厌其烦重复着简单却又重
要的工作，还为大家送上
暖心服务，农户们纷纷竖
起了大拇指。
（叶莎莎 张隽晖）

龙溪中队查处一起聚集性治丧行为
本报讯 “现在的城管怎么这样的呀，
人家办丧事都要管，太没有人情味儿了！”
“现在疫情对我们这边影响都不大了，
我们聚集一下怎么了？”
这是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龙溪中队在
处置一起人员聚集办丧事时群众抱怨的一
个场景。
3 月 1 日上午，龙溪中队接到群众举
报，称龙溪镇建成区内有户人家的老人过
世，正在搭建灵堂筹办丧事，而且送葬人
员聚集。中队负责人陈宏鹏马上联系龙溪
镇民政办及警务站，并带领值班人员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在现场可以看到，一幢居民楼前搭有
棚子，而且正办酒席。陈宏鹏立即向当事
人宣传丧葬礼俗改革相关政策，特别是当

前疫情防控尚未结束，人员聚集还存在很
大的交叉感染风险。
“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市政府印发
的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丧葬礼俗改革
工作的通告》 规定禁止在城区闹市、居住
小区等公共场所办丧事。更何况，现在还
是疫情期间，不允许人员聚集啊！”
经过耐心宣传、劝说及教育，当事人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并落实整改，整
个殡仪活动按简办方式进行。
据了解，自我市进行丧葬礼俗改革以
来，除了受理群众举报、制止送葬行为外，
龙溪中队还会同龙溪镇民政办、龙溪市场监
督管理所等单位，对辖区内丧葬用品店铺进
行检查，确保了丧事简办、文明治丧，有力
促进当地丧葬礼俗改革工作。 （郭婷婷）

沙门中队紧盯“两点一线”隐患
开展专项大检查

本报讯 “前两天不是
刚查过吗？我这车肯定规
范得很，你们放心好了！”
“张大伯，现在是特殊
时期，可不能有松懈心
理，要比以前抓得更紧
呢。
”执法人员笑着回答。
近日，市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沙门中队开展燃气
安全专项大检查，以沙门
液化气有限公司及其位于
中滨路的储配站为重点，
以沙门镇的 10 名送气工家
庭住址为主线，重点对液
化气公司体测制度、防疫
措施、送气工安全作业、
健康码使用等进行检查。
从检查情况来看，沙门镇
燃气行业总体较好，但也
发现一名送气工违规储存 1
只不合格钢瓶，执法队员

当场对钢瓶先行保存。
据悉，针对当前面临
的燃气安全风险与新冠肺
炎防控风险双重压力，沙
门中队紧盯“两点”和
“一线”，不定期开展燃气
安全及疫情防控大检查。
截至目前，共开展燃气安
全大检查 4 次，出动执法人
员 34 人次及宣传防疫基本
知识 16 人次，发现违规存
储液化气瓶现象 3 起并当场
整改到位，先行保存不合
格钢瓶 6 只。
下阶段，沙门中队将
继续紧绷安全之弦，把
“双重风险”化为“双重动
力”，全力筑起沙门镇燃气
安全保护墙，保障市民燃
气安全使用。
（胡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