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微斐 文/摄

□本报通讯员 许珊珊

2020年 10月 16日
责任编辑/詹淑红 校对/苏鸥4 乡镇风采

亮点聚焦

乡镇活动

本报讯 10月14日，在龙溪
镇老中心菜场拆改工程——浦发
广场建设工地上，工人正忙碌地
扎制地面第二层楼层钢筋、稳固
模板、浇筑水泥混凝土，希望龙
溪首个商住型地标性建筑能尽快
在镇中心拔地而起，为群众购
物、居住提供新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龙溪镇城区建
设框架的日益拉大，人流、车

流汇聚，建成区人口越来越密
集，原来的中心菜场由于空间较
小、功能单一，已经满足不了群
众和市场营销的需要。针对新需
求，龙溪镇及花岩浦村在2017年
启动了中心菜场升级改造工程，
先后建成过渡菜场、拆除周边违
建摊点，腾出新的空间，在老中
心菜场原址上兴建浦发广场。

正在建设中的浦发广场，项

目总投资约为 1.7亿元，规划总
用地面积 10601平方米，建筑占
地面积 5787平方米，规划建筑
高度为55.4米，设计楼高地下室
1层、地上17层，第一层设计为
农贸市场等商业功能，第二层以
上的 16 层为商住房，共有 192
套。建成后，可为龙溪群众提供
一个家门口功能齐全的农贸市
场。 （詹智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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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你们家里哪
里有污染源，像浴室水、
厨房水等，都请跟我们讲
清 楚 ， 这 样 方 便 我 们 施
工。”日前，坎门街道双龙
村村民高辉根刚参加完街
道 组 织 的 “ 污 水 零 直 排
区”建设“两员”业务对
接会，就马不停蹄回到村
里，一边查看工程质量一
边向村民讲解。

高辉根是双龙村的普
通村民，退休前有 15年的
基建工作经验，现在是坎
门街道聘任的“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村级协调员和
监督员，平日里负责全程
跟踪施工过程，对施工现
场的工程质量进行抽检，
同时向村民做好“污水零
直排”宣传，在村民与施
工队间做好协调。

为了破除工程入户接
管梗阻，保障施工质量，
坎门街道创新做法，聘任

12名像高辉根这样有一定
基建经验的居 （村） 民为
协调员和监督员，全速推
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施工。

“老骆，我是来看工程
质量的，检查下接管截污
有没有到位。”陈茂选也是
这支“两员”队伍的骨干
成员。在海港社区的居民
老骆家中，陈茂选在主人
家带领下查看立管情况，
从化粪池、厨房间，再到
阳台、顶楼，每处接管位
置，都仔细检查一遍，无
一遗漏。

据了解，在“两员”
的参与助推下，今年9月以
来，坎门街道“污水零直
排区”建设共化解工程矛
盾纠纷 72件，查处并整改
工程质量问题 19处，破解
施工难点6个，有效推动了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潘瑶强）

坎门

“两员”助力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本报讯 为创新“家门
口”的服务模式，打通村民
办事“最后一公里”，近
日，鸡山乡便民服务中心增
设公安窗口，由干江派出所
民警担任引导员，让鸡山群
众不出本岛也能享受就近办
事的便捷服务。

据了解，该窗口提供
户口登记项目变更更正，
居民身份证申领、换领、

补领，机动车登记等 100
余个项目，可直接为辖区
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面
对面服务。

鸡山乡社会事业服务中
心主任冯雪剑表示，“鸡山
距离陆上较远，群众办证有
时还存在‘跑多次’问题。
现在设立了公安便民服务窗
口，可极大方便群众办事。”

（章文璐）

鸡山

新设公安便民服务窗口

10月13日上午，海山乡举行第31个“国际减灾日”宣
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除了向村民宣传防灾减灾救
灾知识，还发放印有相关知识的宣传品，让大家能更好地掌
握防灾减灾救灾的知识和技能。 林佳欣摄

海山

宣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本报讯 为增强辖区各行政村帮扶结对
干部对扶贫攻坚政策的熟悉程度，进一步提
高他们的扶贫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近日，
大麦屿街道组织举行扶贫攻坚业务培训会，
辖区28个村扶贫结对干部131人参加。

培训会邀请市医疗保障局医保服务中
心、街道文教卫办、村镇办、民政办以及
残联的工作人员，分别讲解各条工作线上
有关低收入农户的政策福利，要求扶贫干
部在之后的走访过程中把相关政策传达给
帮扶对象。

培训会还就“幸福码”登记落实进
行安排和部署，并发放了玉环市 2020年
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百日攻
坚”知识手册，要求与会人员熟悉掌握
相关知识内容，针对各类问题，对照扶
贫标准，认真查找短板弱项，把所有问
题和不足都查找梳理到位，确保不留死
角、没有盲点。

通过培训会，街道帮扶结对干部的业
务能力和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下阶段，
街道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标政策标
准、比对数据信息、核实帮扶效果，切实
弥补扶贫攻坚短板弱项，巩固扶贫攻坚成
果，确保扶贫攻坚各项工作措施得到落实。

（茹冠钦）

大麦屿

培训扶贫攻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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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老街预计本周就能完成全
部的拆迁，建成后肯定非常漂亮。”
10月 13日下午，玉城街道垟青社区
党委书记赵章明看着拆后的西青老
街，眼里闪耀着期待的光芒。

据了解，西青街改造提升项目是
我市城市有机更新首批八大攻坚项目
之一，设计范围长230米，改造内容
包括建筑立面改造、街道路面提质、
管线“上改下”、街道景观提质等。

“这次改造对象涉及 111 处房
屋，改造规划开始，我们就设计方
案多次与户主协调。”赵章明介绍，
对于不了解政策的居民，他们就挨
家挨户上门详细介绍，最终获得了
群众的一致支持。

赵章明是玉城街道村社换届组
织过程中村干部“干中换、换中
干”的一个缩影。

目前，正值村社组织换届的关
键时期，玉城街道坚持“干中换、
换中干”原则，聚焦重点工作，深
入了解群众所需所盼，力争把群众
的实事办好、把发展的路径谋好、
把合适的人选挑好，把换届过程变
成干事创业的过程。

“我们将结合创‘国卫’和城市
有机更新等重点工作考察村社干部
的履职能力和工作作风，选出一批
能干事、干好事的村干部。”玉城街
道党工委委员林呈锋表示，在此次
换届选举工作中，玉城街道始终坚
持注重“干中识人”。

涉及 133.13亩征迁面积的玉城
街道后塘垟区块，自今年6月底正式
启动签约以来，仅用2个月就实现签
约率100%。

“8月 17日，后塘垟村区块拆除
就全面启动了，由于时间紧、任务
重，我们采取签约与房屋腾空同步
进行。”后塘垟村党支部书记林如明
告诉记者，后塘垟区块项目攻坚组
分成3个小组每日入户做工作，对未
签约住户一对一讲解拆迁政策。为
了加快工作进度，他经常带领工作
人员与拆迁户谈到深夜，梳理搬迁
存在的问题，有时做通了思想工

作，还要忙里忙外帮着拆迁户找住
处、搬东西。

“8月 31日晚 9时 30分终于签下
了最后一户，那天晚上将近 12时，
我们整理统计好了资料和数据才去
吃晚饭。”林如明乐呵呵道，那顿饭
吃得踏实又开心。

“不管下任书记是不是我，在任
一天就要全心全意做好一天的工作
才对得起村民的信任。”关于村社组
织换届，林如明这样说。

村社组织换届，五年换一次，
一换管五年。成功与否，事关基层
稳定、基础牢固。

今年以来，玉城街道党工委紧
紧围绕村社组织换届准备工作的总
体部署和市“固本强基”专项行动
要求，第一时间成立村社组织换届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规划、扎实推
进，确保以高质量的准备工作、高
标准的业务要求，做到“选人”“干
事”两不误。

为全面深入了解掌握村情，为
村社组织换届打好“前哨”，玉城街
道按照“固本强基”六大行动内
容，今年以来主动开展财务清查 35
个村，积极配合市委巡察组巡察 26
个村社，实现巡察全覆盖。目前，
巡察发现问题已基本整改到位。

同时，街道还聚焦职数配置等

问题，创新建立“三堂会审”机
制，即驻联村干部在调研基础上提
出初步方案，业务线结合“五不
能”“六不宜”等方面规定提出调整
方案，书记办公会议逐个会商过筛
确定，确保时刻做到村社两委班子
运行情况、班子成员现实表现与思
想状况、后备力量、影响发展稳定
因素“四个清楚”，并按照“书记谈
书记、班子谈班子、干部谈干部”
的要求，高效完成“三个谈遍”的
工作任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林呈锋也
多次利用周末等休息时间与 47个村
社主职干部开展谈心谈话，详细了
解他们的思想动态。“有一批村干部
提出自己年龄偏大，为了村社的今
后发展，想退出下届选举，但他们
在工作中还是积极冲在一线，毫不
懈怠，为年轻干部树立了好的榜
样。”他感动地说道。

选好干部、配强班子，是村社
组织换届的核心任务。对于此次村
社组织换届，玉城街道旗帜鲜明地
把实干导向亮出来、立起来，坚持
和完善“先定事、后选人”做法，
把党员群众的注意力从“选谁当干
部”引导到“选谁干事情”上来。

“我们按照‘一村一榜’，梳理
汇总了村社今后五年发展规划和重

点项目387项，作为先定事后选人的
重要参数。”林呈锋说，接下来，他
们还会对这些项目按照操作可行
性、合理合法性、群众受益度进行
一遍细致筛查，去掉“假大空”，留
下好项目。

与此同时，玉城街道还始终保
持正风肃纪高压态势，对村社组织
换届的违法违纪行为严惩不贷，对
典型案件通报曝光。按照“有苗头
必控、有反映必查、有问题必处”
的原则，街道大力营造了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和担当尽责的浓厚氛围。

村社组织换届全面铺开的“期
终大考”在即，接下来，玉城街道
将全面查漏补缺，吃准吃透法律法
规及业务知识，熟练掌握换届选举
工作要求，绘编换届“路线图”，按
图有序推进各阶段工作，谋划好选
后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同时，还将
着力营造宣传氛围，加大换届纪律
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促进广大
群众多了解、多熟悉、多支持。

“重整行装再出发”，玉城街道
将做到换届期间思想不乱、工作不
断、干劲不减，全力以赴答好村社
组织换届的高分答卷。

玉城街道坚持“干中换、换中干”抓村社组织换届

做到“选人”“干事”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