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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梦颖 通讯员
应丽娴）近日，宁溪镇对辖区内企事
业单位、工业企业、六小行业和生活
小区开展污水零直排整改工作。

在富山电站管理局二楼员工宿
舍，记者看到一根洗衣池的污水管被
错接入到雨水管网，造成雨污合流，
这样的情况在富山电站管理局住宿
区普遍存在。按照标准的雨污分流排
水体系，雨水要从排水井流入管网、
流进河道，污水要收集进入污水管网
再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两套管网互

不交叉、各自运行。但由于各种原因，
宁溪镇雨污串管现象普遍存在，致使
一部分污水直接进入雨水管网。

“这里以前雨污合流，雨水和污
水一起流进同一个雨水井，现在实行
雨污分离，把污水管接到新铺的污水
管网。”宁溪镇农办副主任陈波说。

治水工作是一场持久战，“污水
零直排区”建设也不例外。“我们非常
重视污水零直排工作，专门组建了污
水零直排创建办公室，并抽调精干人
员组成领导小组，不定期召开会议，

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对策，
快速解决。”陈波说，“我们加强部门
联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及时查处
偷排漏排行为。”

据悉，宁溪镇污水零直排工作共
涉及工业企业、企事业单位 52家，目
前已经完成整改30多家，预计7月底
全部完工。下阶段，该镇将对生活小
区开始排查整改，年底前完成建设。

在 排 查 过 程 中 ，宁 溪 镇 借 助
CCTV 检测技术和管道探测仪等手
段，全方位检查雨污水管堵塞、混接

等问题，地毯式排查市政主管网的截
污纳管、污水收集等情况。同时，落实
第三方全面清查生活小区雨污混接、
私接乱改等问题，厘清管网布局走
向、管网底账。

“宁溪位于长潭水库库区，集镇范
围内居民区和企事业单位比较多，开
展这项工作，对保护长潭水库的水质
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将根据‘污水零
直排区’创建要求，制定整治方案，逐
个销号，不断完善污水处理设施，全速
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陈波说。

宁溪：精准施策促污水零直排

本报讯（记者 黄一鹏） 6月 22
日，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
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蔡康，
区领导龚维灿、张建新、胡齐乾、葛久
通、冯继敏、钟滨、江德华、章永良参
加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检察
院关于公益诉讼工作情况的报告；听
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肥药双
控”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决定了有
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金哲蒙为
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任命徐乐盛为区
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任命张孔昭为区监察委员会
委员，决定免去陶慧敏的区人民政府
副区长职务，免去杨欣、项淑敏、辛金
华、沈楚良、赖东升、郑耀斌、应国华、
孙沈慧、袁红斌的区人民检查院检查
员职务，接受陈崇冠辞去区人民法院
院长职务，免去陈崇冠的区人民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决定
徐乐盛代理区人民法院院长职务。

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会议最后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我区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情况的报告。

本报讯（记者 王雍惠） 6月 21
日晚，区政协委员“崇和讲堂”第22期
开讲。区政协主席柯善辉，副主席章
永良、方观祥参加讲座。

本期讲座主题是《科学用眼 睛
彩视界》，邀请了国家一级（高级）验
光技师郑丹红、黄岩区城区卫生服务
中心眼科主治医师章燎颖进行讲解。

据悉，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为 53.6%，近视防控任务非
常艰巨，小学和初中阶段是我国近视
防控的重点年龄阶段。讲座从眼睛的
组成结构入手，深入浅出地介绍视觉
的形成发育过程、屈光不正的常见类

型及矫正方法，科学合理的用眼方式
和适当的护眼膳食，并针对一些常见
的眼部不适症状，如干涩、视疲劳等
发生原因和处理方法作出解答。现场
通过一个个互动小游戏，生动形象地
向与会人员讲解了相关知识。授课老
师浅显易懂、幽默风趣的讲解风格，
让大家受益匪浅。

“崇和讲堂”自开课以来，为各行
各业的政协委员搭建了交流平台，营
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委员们在提高
自身素质和强化履职能力的同时，积
极宣传、倡导、弘扬、践行政协“和”文
化。

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区政协委员“崇和讲堂”第22期开讲

本报讯 （记者 林 雪 通讯员
林 雅 张建平 金梦鑫） 连日来，北
洋、平田、上垟等西部沿库乡镇开展
库区环境专项整治，共同保护长潭水
库周边生态环境。

6 月 21 日上午，记者来到北洋
镇长潭村水库坝头，看到刚下过雨
的水库库面水波荡漾，远处的山峰
弥漫着一层雾气，好似人间仙境。在
坝头的转角处，十多名工人正对沿
街房屋进行立面改造，砌墙、焊铁等
工序有序推进。记者了解到，前一天
晚上他们也在加班加点赶进度，目
前沿街商铺搭建的违规雨棚及门店
招牌都已拆除完毕。商铺对面，拆后
土地利用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据了
解，该块空地原为长潭村集体所有，
用作收费停车场，目前正在对这块
空地进行复绿。

6月初，北洋镇加大力度对该区
域进行整治，并对38米线内原有两间
民房进行依法拆除，结合退耕还林，
同步实施植树复绿，努力形成良好的
生态环境。如今的长潭坝头，绿植种
植工作正在全面推开，月底前将完成

立面改造和复绿工作。“整改好之后，
我们将建立常态化联合巡查机制，除
了镇一级的日常巡查之外，村‘两委’
干部也将分区域开展管理，每天检查
有无反弹现象，确保坝头环境整洁，
共同保护我们的大水缸。”北洋镇工
办主任赵增江说。

同时，平田乡对辖区内的黄溪村
之前拆除的违建垃圾进行处理，并组
织志愿者清扫沿库道路，保障库区环
境卫生。该乡副乡长王友富告诉记
者：“库区环境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我
们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告知
群众要保持房前屋后整洁，同时开展
常态化巡查，将工作抓到实处。”

在上垟乡，一群穿着红背心的党
员、妇女志愿者们一手拿钳子，一手
提麻袋，分头清理上垟溪河道两岸的
垃圾。入梅以来，连日降雨使得该乡
各入库溪流水位上涨，冲刷出了一些
垃圾。记者了解到，下阶段上垟乡将
严格落实日常保洁制度，加大河道及
环境卫生的巡查力度，不定期组织志
愿活动，开展整治大行动，营造人人
参与整治的良好氛围。

西部环库乡镇集中开展环境整治

本报讯（记者 林 雪）“在家人
需要我的时候，在长辈、孩子需要照
顾的时候，很想回去一趟。但因为各
种原因没能回去，总觉得对家人亏欠
很多。”每每想到这儿，独身在西藏打
拼的赖仙君不由眼眶湿润。

赖仙君原是宁溪镇蒋岙村的一名
大学生村官，今年 37岁，2016年通过
考试，成为西藏自治区那曲市索县国
家税务局的一名综合管理人员。“那时
候在‘村官’岗位上工作了 7年，各方
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刚好那年国考西
藏有对应的招考岗位，我就报考了。”
赖仙君说。

一边是家人的担忧与不舍，另一
边是难得的工作机会，赖仙君陷入了
艰难的抉择。虽是这样，内心却一直
有个坚定的声音在呼唤自己，去西藏
看看，去祖国的西南边陲看看。有这

份信念，赖仙君说服了家人，踏上了
另一番人生征程。

进藏之初，在感叹于西藏碧水蓝
天的同时，赖仙君也出现了“高原反
应”——缺氧、头痛、失眠。他工作所
在的那曲市索县，平均海拔4000米左
右，氧气稀薄，气候干燥，与家乡的气
候差别很大。“我们局里的同事都是
来自祖国各地，大家相互鼓励、相互
帮助，一起聊着进藏的初心、聊着对
西藏工作的憧憬……”经过一段时间
的调整，赖仙君逐渐适应了高原环
境，攻克了进藏的“第一关”。

那曲市是浙江省对口援建地区，
当地群众和干部对浙江人民的赞美之
情，使得赖仙君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为
那曲的发展添砖加瓦，为农牧民做点
事情，一直是他的心愿。目前，税收征
管是赖仙君工作的重点。县局工作人

员少，只有六个人，但事情比较多，一
个人需要兼数个科室的工作。“其实工
作多倒还好，最头疼的是听不懂藏
语。”有些来办事的藏族群众，年纪比
较大，普通话说得不好，有些就直接讲
藏语。“怎么办呢？一开始我只能找同
事帮忙翻译，经常像在玩‘你比划我来
猜’的游戏，只能靠丰富的肢体语言来
交流。”赖仙君笑着分享自己初次与藏
族群众交流的场景。

但是赖仙君并没有因此退缩。
“我要学藏语，这样才能融入当地群
众，更好地开展工作。”下定决心后，
赖仙君从学个别词语开始，跟着当地
的朋友学，跟着视频学，久而久之，也
能听懂不少藏语，现在他能比较熟练
地跟藏民们交流了。

赖仙君说，除了税收征管，他还
负责局里的党建工作。到岗初期，恰

逢局里开始筹建成立党支部，在“村
官”岗位上多年的工作经验，让他找
到了自己真正可以发光发热的舞台。
三年里，赖仙君所在的党支部和个人
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优秀党支
部、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在基层的工作很平凡，也很平淡，没
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在平凡
中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初心。”赖
仙君平静地说。

青山绿水、白云蓝天，西藏的
“美”令人陶醉。但是透过美景，我们
能看到许多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
的默默坚守。从初来高原的不适应，
到爱上这片土地，赖仙君的心已经深
深扎根在西藏这片雪域高原。他说，

“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的那
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自己坚守当初
的选择。

赖仙君：雪域高原上的黄岩好男儿

6月的黄城阳光明媚、树影婆娑，
一条条宽阔笔直的道路、一幢幢富有
现代气息的楼宇组成了一幅美丽的
画卷……记者驾车从城里到城外、从
城区主干道到街头巷尾，细看黄城变
迁。

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在天长路区块的老车站原址，记
者看到，工地上工程车来来往往，几
十台打桩机架设而起，一派繁忙的施
工景象。

天长路区块承载了很多老黄岩人
的记忆，上世纪80年代前建造的砖木
结构老房子比比皆是，但是大多年久
失修，危旧房比例高，加上人口密集，
街巷狭窄，排水管网配套不完善，环境
卫生和治安问题突出，消防隐患严重，
这些都与现代化主城区的功能地位格
格不入。“顺应黄岩人民对加快城市建
设的迫切期待，以旧城、城中村改造和
路网建设为重点，狠抓重点区块、重点
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整
体提升宜业宜居城市形象。”2017年
12月 26日，区委主要领导在区党代
会报告中提出，把黄岩老城区改造作
为一项主要工作来抓。

十年前，我区围绕老104国道、82
省道、二环南路、横街路等城市主要
道路的拓宽、改建，对北门区块、横街
路等实施了提升改造，城市面貌得到
很大改观。但天长路区块却因各种原
因迟迟未能启动。2017年 1月，东城
街道百花社区居民来到天长南路旧
城改建指挥部签下第一份拆迁协议，
这标志着我区旧城改造项目——天
长路区块在搁置14年后终于“破冰提
速”。

“天长北路东侧、青年东路北侧
项目于 2019年 3月份装机工程全面
施工开始，截至目前已完成装机工程
50%工程量，计划到今年 11月 30号
完成整个地下室施工，到2021年7月
份实现全面交付。”中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工程部工程师施永泉告诉
记者。

扩大城区版图

随后，记者驾车来到委羽山区
块，随着城区向南拓展，台州第一人
民医院、区机关幼儿园等项目迁建到
这来。该区块也将迎来委羽山道文化
公园、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金融
广场、浙东国际健康城等项目。在不

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功能设施非常
齐全的新区块。

“近些年我们在委羽山新区实施
的项目有汇江一期安置房，羽山一期
安置房，以及金带路仪凤街等市政道
路，还有文化馆、图书馆、机关幼儿园
等文化教育设施，还包括了以大有宫
为核心的委羽山道文化公园，通过这
几个项目的实施，我们将委羽山新区
打造成一个集文化、教育、健康为一
体的城市副中心。”社发集团副总经
理葛麒说，目前，一期植物景观工程
已经完工，接下来将实施二期以及护
坡工程，通过委羽山道文化公园的建
设，打造以委羽山公园为核心的现代
城市人居环境风貌区，将委羽山公园
打造成一张城市新名片。

“生态好，环境好，还有各种商
圈，购物方便，医院都有了，家里的老
人说，如果住在这里，起码要多活几
年。”骑车路过的市民张天笑着说。

延续城市文脉

留住记忆唤起乡愁，黄岩五洞桥
是一座拥有七百余年历史的古桥，它
见证了黄岩的历史变迁。历史悠久的
黄岩老城区，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兴

衰，造就了一条条形形色色的老街老
巷，也奠定了今天 36街 72巷的城区
格局。早年间，人们对这里的印象是

“老旧不堪”“杂乱无章”。店面都是在
老房子的基础上改建的，漫步这里，
常见污水横流，电线杂乱，道路破旧，
这一系列问题也成了老巷的“老大
难”问题。

为让老街重焕光彩，匹配城市形
象，2017年 3月，我区按照全域景区
化目标，先后投资约1500万元对劳动
路、天长路的街景立面进行改造提
升。改造主要针对两层木结构以及砖
混结构老房子，对劳动路、横街路和
天长路范围的约400间店面进行了整
体立面改造。关于改造风格，相关设
计单位经过反复推敲，商议决定遵循
建筑本色。对木结构的店面进行整体
仿古改造，对砖混结构的房子实行整
体外墙色彩翻新和统一设计门头广
告，为有窗的房子设计了中式的花
窗，檐口也全部换成了统一的瓦片，

“倚着”老街原有风貌，再卖一回
“老”。明清风格墙垣，镶嵌复古窗花，
上百个店铺统一饰以木质门头，和人
行道上清新的绿植相映成趣。

（下转B版）

■本报记者 牟婷婷

发力城建“美颜”后的城区实现美丽蜕变
——70年变迁看黄岩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