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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聚焦

乡镇活动

本报讯 为帮助低保户解
决生活困难问题，芦浦镇联
合相关部门党支部，持续开
展“微心愿”认领活动。

近日，隔岭村的村民曾
大康就达成了自己的第一个

“微心愿”。曾大康是芦浦镇
红色网格“扶贫一对一”项
目的走访对象，通过需求的
征集和核对，活动方认领了
曾大康的“微心愿”，为他送
去了电饭煲。

“想要一个电饭煲，没想
到给我送来了，心里很高
兴，感谢党和政府！”曾大康
握着志愿者的手不住地感谢。

据悉，“微心愿”认领是
芦浦镇的特色项目，该项目依
托漩门湾园区编组共建，通过

“微心愿”线上线下收集、提
交、线下每月座谈等方式，向
漩门湾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提供
需求清单。经过前期调查排
摸、实地走访、信息核对等程
序后，芦浦镇积极与相关企事

业单位联系协调，由他们认领低保户的“微心
愿”，帮助解决低保户的实际需求。

芦浦镇党委委员陈岳玲表示，为更好地开展
认领活动，芦浦镇通过构建红色网格，组建一支
红色网格信息员队伍。与此同时，这个活动得到
了各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已形成信息收
集、发布、认领、落实跟反馈的闭环机制。

“今年芦浦镇在漩门湾党群服务中心设置了
‘微心愿墙’，共收集困难群众‘微心愿’38个，通
过对接市级部门以及社会上的一些资源，目前已解
决落实28个。”陈岳玲介绍道。 （钟艾轩 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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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宣传
《反家庭暴力法》，提高广
大妇女群众的法律意识和
维权能力，有效预防和制
止家庭暴力，近日晚间，
由大麦屿街道妇联组织的

“反家暴”知识讲座在庆澜
社区尤蒙岙片举行，共有
20余名社区妇女群众参与。

此次讲座特别邀请了
大麦屿街道的知名调解员
郑光友主讲。围绕 《反家
庭暴力法》，郑光友深入浅
出讲解了当前家庭暴力的
概念和类型，并结合这几
年调解工作中接触过的典
型案例，深刻剖析了当前
家 庭 暴 力 的 特 点 和 危 害
性，并提醒妇女群众在遭
遇家暴时，要注意保存证
据，勇于向村(居)委会、妇
联等组织寻求帮助，必要

时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

郑光友的讲解获得了
现 场 妇 女 群 众 的 一 致 好
评，大家纷纷表示，通过
聆听讲座，了解了更多反
对家庭暴力的法律知识，
提升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 的 能 力 以 及 知 法 、 守
法、用法的本领。

此 次 知 识 讲 座 的 举
行，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妇
女同胞的法治观念和维权
意识。下阶段，大麦屿街
道将继续开展一系列宣传
活动，在辖区范围内形成
浓厚的反家庭暴力氛围，
提高居民群众反家庭暴力
意识，积极预防和正确处
理家庭暴力。

（茹冠钦）

大麦屿

“反家暴”宣传举行

本报讯 日前，2021年度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名单
公布，干江镇炮台村成功入围。

与大海毗邻，与青山为
伴。炮台村地处干江镇南端，
东临东海，是一个典型的高山
古村。明朝年间，为抵抗倭寇
海盗入侵，抗倭官兵在此筑建
炮台、教场，并在隔海相望的
小鹿岛也筑建兵寨，遥相呼

应，“炮台”村名由此而来。村
里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
古朴天然的石屋资源，不仅有
战场遗址、古村落、蝙蝠洞，
还有浑然天成的黄金沙滩，并
保存有完善的农耕文化、捕渔
文化、石屋文化和红色文化。

自开展美丽宜居示范村创
建以来，炮台村通过增强农居
地方特色、提升村庄风貌内

涵、开展生态环境整治修复等
措施，使村庄与整体环境相协
调，打造景观走廊带，形成具
有地域特色、生态特色和人文
特色的农村风貌。2019 年以
来，还先后投资建成高空玻璃
漂流、悬崖秋千、“网红桥”

“步步惊心”等多个游玩项
目，一举从偏僻落后村跃升至
乡村振兴先进村。 （王萍晓）

干江炮台村入选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试点

本报讯 为丰富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营造良好
的村居文化氛围，市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在沙门
镇多个村开展“送电影下
乡”活动，为村民送上精
彩的文化大餐。

11 月 18 日傍晚 5 时左
右，在南山村的小广场上，
电影放映队工作人员早早调
试好设备放起了音响，而村
民则带着孩子三五成群、有
说有笑地等待着电影放映。
第一场放映的电影是 《勇
士》，看到电影中勇士们在
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与敌人斗

智斗勇、挑战生死关口的非
凡经历，村民们看得激情澎
湃。第二场电影 《反贪风
暴》以全新的视角将一场涉
及政坛、廉署乃至公检法机
关结构贪腐背后的连环犯罪
大案重现银幕，紧抓观众眼
球，电影结束出现字幕的时
候，现场还响起了掌声。

看完影片后不少村民纷
纷表示，希望这样的电影放
映活动能经常来村里，为大
家送上欢乐和精神食粮的同
时，也增进邻里之间的情感
交流，丰富大家业余文化生
活。 （吴林倍）

沙门

公益电影进村居
文化惠民乐万家

本报讯 为推进垃圾分
类工作，引导小区居民践
行绿色低碳生活，近日，
清港镇组织工作人员在绿
地康盛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

听说小区里有垃圾分
类活动，大批居民赶到了
现场，并参加“换一换”

“套一套”“投一投”“转一
转”等游戏，根据每轮游
戏获得的积分，可换取洗
衣粉、洗洁精、纸巾等生

活用品。
“自从小区有垃圾分类

箱之后，我就有意识区分
垃圾的类别了，平时留着
的快递盒、饮料瓶也在活
动里兑成积分，并换了不
少好东西呢。”小区居民刘
女士乐呵呵地说。

据悉，此次活动共回
收 纸 箱 、 塑 料 、 玻 璃 制
品、金属等 77.5 公斤，分
发宣传手册200余件。

（郑钦心 文/摄）

清港

垃圾分类，居民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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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上午，记者在楚门镇
老街看到，该区块的“污水零直
排”已进入扫尾阶段，目前正为本
月台州市级验收做好准备。

楚门老街区块是“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中少有的难啃的“硬骨
头”。该区块房屋密度大、建筑年代
久远，加上各种小巷纵横交错，犹
如迷宫，而且道路狭窄，最窄处 50
多厘米宽，仅能容一个人通过，大
型机械设备难以进场，只能靠人工
开挖，雨水管和污水管埋设难度
大，施工进度滞后。同时，该区块
人员居住密集，施工建设对居民日
常出行影响较大。

针对这些难题，楚门镇联合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多次查现场、
出对策，努力一一破解：紧急采购2
台15型挖机（见图），可在宽度仅有
1米的小巷“穿梭自如”，尽可能缩
短施工时间；广泛听取居民意见，
协调施工单位实行错峰施工，在上
下班时间段暂停；通过合理设计规
划，将管道埋设的深度控制在 1.2米
以内，并使用塑料井，降低施工作
业面的暴露时间，最大限度保证施
工时附近建筑物的安全。

此外，考虑到老街区块租户
多，而且老旧出租屋内大多没有配
备水槽，很多租户习惯将污水随意
倾倒，导致雨水井污染等情况，施
工单位在该区块的房前屋后设计了
10多个清道池，里面放置了不锈钢
网，方便租户不定时自行清理以免
造成管道堵塞。

文明的施工现场、科学的管网
设计、巧妙的矛盾化解、最小的环
境影响，使得施工得到居民鼎力支
持，有效确保了“污水零直排区”
创建工程的顺利推进。

“我们开始动工建设时，经常有
居民跑来问进度，夏季时则自发为
工人送来西瓜和凉茶。”该区块“污
水零直排”建设项目技术负责人许
琼峰告诉记者，老街区块由于原来
未实现雨污分流，加上建设标准
低，使用年限较久，降雨量多的时

候，管道排水不及，污水经常会倒灌
进部分居民家中。此外，由于污水管
道堵塞，住户又经常将污水直接倾倒
在房前屋后，使得道路上露天的雨水
篦会散发出阵阵恶臭，蚊蝇滋生，不
仅影响城市形象而且也影响居民日常
生活质量。因此，这项工程不仅是民
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原来我们考虑老街区块施工难
度太大，是否只做终端截污，可是最
终还是决定啃下这根‘硬骨头’。”楚
门镇农业和新农村办公室主任王天国
表示，在这样的老街区进行“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在台州市内也算是首
创，目前已有多批各大县（市、区）
的相关部门前来参观交流学习。

楚门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工程能顺利开展离不开群众的积极
配合和大力支持，而获得民心的关
键除了贴心服务，更重要的是群众
从中看到并尝到了甜头，享受到了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带来的成果。
早在 2014年，楚门镇就开始全

面铺开铁腕治水。2018年，楚门镇
将全域划分为 15 个区块，启动了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剑指污水源
头。作为示范点，楚门镇大渭渚区
块达到雨污彻底分流，并解决了部
分区域污水渗漏引发环境污染的问
题，以及地表污水渗漏影响附近河
道水质的问题，使得该区块的水质
从劣五类一跃提升为三类。这些实
实在在的变化，楚门人都看在眼里。

今年，楚门镇乘势而为继续推
进建成区“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截至目前，已顺利完成各项创建任
务，共改造整治生活小区8个、6972
户，工业企业 35 家，公建单位 19
家，“六小”行业 480家，其中涉水
的“六小”行业471家，其他类公益
性排水大户 51 家，综合市场 6 家，
基本实现全镇污水“应截尽截、应
处尽处”，水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直塘河—塘垟前港喜获省级“美丽
河湖”称号，并多次登上台州市

“双十百千”竞赛活动红榜，6月份
考评在同级别乡镇中名列首位。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是一
项百年工程，也是一项隐蔽工程，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工程质量。”王
天国介绍，为了助力创建提质增

效，楚门镇在有专业现场监理的基
础上，还聘请了各村威望人士来监
督工程质量，同时将“污水零直排
区”创建纳入人大代表民生实事项
目跟踪监督计划，每个季度组织
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对生活小区、
工业企业、公建单位、“六小”行业
的“污水零直排区”创建进展和工
程质量等情况进行专项视察，对存
在的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污
水零直排区”创建保质保量完成。
截至目前，已组织人大代表开展专
项视察监督活动5次，提出问题意见
3条，均已整改落实到位。

“地下埋设波纹管时，考虑到压
实和沉降，底部和上部都至少要填
入 10—15厘米厚的石粉，以防止回
填土时造成管子损坏。如果发现石
粉厚度不足，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施
工单位整改到位。”楚门镇“污水零
直排区”建设工程现场监理陈林军
告诉记者，随时随地检验并反馈，
是希望在确保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加
快“零直排”工程建设进度。

此外，楚门镇还邀请河海大学

专业指导人员和台州当地技术人员
组成“智囊团”，为该镇的“污水零
直排”建设把脉开方。专业指导人
员对建设的图纸、设计、运维方面
提供专业咨询；台州当地技术人员
则排查已建设工程的完工情况，对
发现的问题即查即改。

据悉，“智囊团”已处理疑难杂
症 50余项，开具工程整改单 18份。
同时，每月一次对施工单位负责
人、现场技术人员、监理负责人开
展“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施工质量
管理培训。遇到疑难问题，联合镇
相关科室负责人、人大代表等共同

“会诊”，商讨解决办法，有效推动
各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下阶段我镇将继续深化开展
‘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并将创建从
建成区范围向外拓展，实现楚门全域
全覆盖，达到‘无废水直排’的目
标，绘就‘千年古镇，梦里水乡’的
新蓝图。”楚门镇镇长陈强表示。

啃下“硬骨头”组建“智囊团”
楚门镇多措并举为台州市级“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验收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