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村社组织换届工作

环 保 进 行 时

本报讯（通讯员 王 俏） 连日
来，区环境保护监测站监测人员全体
无休、全天待命、全力以赴，奋斗在环
境监测第一线。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该站在
完成日常的环境质量常规监测、市级
交界断面联合监测等监测分析任务
的同时，全力配合区生态环境分局与
综合行政执法局完成执法监测任务。
由于案件多、任务重、站内人员有限，
监测人员刚刚完成一次采样，脚未沾
地又要立即投身到另一个现场，日升
月落映照着他们忙碌的身影。

“现场采集的样品从进入实验室

到分析数据的报出，一般需要经过样
品前处理、样品分析测试、数据处理、
原始记录填报、数据校核、审核等环
节，异常的数据还需要进行复核或进
行样品的重新分析。”区环境保护监测
站工作人员介绍，一份报告的出具往
往耗时良久，有时甚至需要通宵工作。

数据显示，9月该站外出执法采
样近40次，出具执法报告29份，监督
采样30余次，出具监督性报告30份，
主要涉及水、气、噪声三大类，涉及到
医化、电镀、食品、娱乐等多个行业，
为管理和执法部门提供了合格公正
的报告和监测数据，他们用一个个具
体详实的“数字”诉说着如何让黄岩
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生态环境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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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25日，甬台温铁路
黄岩段工程建设动员大会召开。
2005年10月27日，省政府与上海铁
路局在黄岩举行甬台温铁路开工建
设大会，拉开了甬台温铁路建设序
幕。铁道部、省、市、区主要领导参
加。2009年4月19日凌晨，甬台温铁
路台州段铁轨全线铺通。8月31号

晚上9时甬台温铁路货运首发。甬台
温铁路迎来了具备开通货运列车条
件后的首趟货运列车。

2009 年 9 月 28 日，甬台温铁
路正式开通动车组客运业务。当
天，我区举行台州火车站竣工和站
前大道通车仪式。
（中共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讲故事·学党史——黄岩党史小故事连载之一百一十六

完成甬台温铁路黄岩段工程建设

甬台温铁路黄岩段建成通车

秋冬护肤 补水保湿是关键（下）
那么，秋冬季节，如何护理皮

肤，提高肌肤的抵抗力呢？
1.清洁皮肤：秋冬气候干燥，皮

肤容易缺水，但风沙也大，灰尘也
多，容易附着于毛孔，清洁可以选择
有清洁力但同时温和不刺激肌肤的
氨基酸类洁面乳，最好不要使用泡
沫型洗面奶。洗脸不要用热水，可用
温水或冷水。同样，洗澡水温控制在
37℃左右，洗澡时间15分钟左右，选
择具有保湿性的沐浴液，不要使用
肥皂，洗澡后一定要涂抹润肤露，如
凡士林、维生素E乳等。

2.肌肤的保湿：秋冬季节，温度
降低，空气湿度下降，肌肤很容易变
得干燥，而干燥会使细胞的代谢速
度变慢，皮肤的屏障功能受到影响，
继而诱发很多其他的肌肤问题，比
如敏感肌、皮炎等。所以一定要做好
肌肤的保湿工作。选用保湿润肤的
护肤品，如鱼肝油、尿素霜、维生素
E乳膏、凡士林等。敏感肌亦可选用
安全性较高的医用护肤品如医用冷
敷敷料、医用保湿乳等。

3.注意防晒：尽管秋冬季节气
温降低，但紫外线却不会有明显减
弱，换句话说，日晒对肌肤造成的

损伤还是有的，所以防晒依然重
要。秋冬季节，出汗较少，空气湿度
低 ，所 以 可 以 选 择 SPF15—30，
PA+++的防晒霜。如果肌肤敏感严
重，可选择物理防晒，如打遮阳伞、
戴口罩等。

4.饮食调理：养阴清热、滋阴润
燥是秋冬季节护肤的饮食原则。秋
冬气候干燥，干燥之气最容易伤
肺。中医认为，“肺主皮毛”，而脾胃
为后天之本，脾主肌肉，为气血生
化之源。根据秋冬的特点,凡具有甘
润养肺、生津润燥、健脾养血作用
的补品,都可护肤养颜，如梨、百合、

大枣、山药、芝麻、枸杞子、松子仁、
胡萝卜、麦冬、银耳、灵芝、猪皮、蜂
蜜等,皆可选用。还应多吃含维生素
C丰富的水果，可以美白祛斑，例如
橙子、奇异果、草莓等。秋冬应该注
意少吃煎炒的食物，尽量不吃葱、
姜、蒜、辣椒等；不要喝烈性酒等。
另外，多喝水，多喝滋阴润燥的汤
也有帮助，如黄精熟地瘦肉汤、百
合雪梨汤等。

5.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放松心情都有助于肌肤的新陈代
谢，让我们拥有好肌肤。

（来源：广州日报）

健康小知识

本报讯（记者 许炀姿） 日前，
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联合黄岩中医
院、黄岩慈善义工协会、左拎右送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在北洋镇开
展“消除贫困、同步小康”2020扶贫
日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地向群
众宣传扶贫政策，发放宣传资料。在
扶贫义诊台前，来自黄岩中医院骨伤
科、眼科等科室的医务人员仔细地为
群众提供义诊服务。区慈善义工现场
为群众提供理发、护眼等便民服务。
左拎右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低收
入农户提供微商对接服务，优先收购
低收入农户的农副产品，帮助他们解
决销售难题。

“2020 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全面收官之年，也是高水平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开展扶贫
日活动体现了党对贫困群众的关
心，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
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
排。”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蔡
学群介绍，“扶贫不单单是给贫困群
众送点东西、看看病，还要从源头上
解决贫困问题，所以我们准备了扶
贫政策宣传册和现场讲解，还邀请
网络公司帮助他们拓宽农产品销售
渠道。”此次活动借助中国第 7个扶
贫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低
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凝聚力
量、营造氛围。

我区开展扶贫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何仲斐） 近
日，院桥镇一辆正在行驶的三轮电动
车突然冒烟着火，幸好消防员第一时
间赶到并控制住火势，现场无人员受
伤。

当天 18时 24分许，区消防救援

大队接到报警称，院桥镇横林村新
马路一辆电动三轮车着火。接到报
警后，大队立即调派院桥镇专职消
防队赶赴现场处置。等到消防员赶
到现场，只见路中间一辆电动三轮
车正在猛烈地燃烧。抛水带、接水

枪，消防员端起高压水枪，对准着火
的三轮车一阵扫射，2 分钟后，火被
彻底扑灭。

“我正在开车，并没有发现车
子有问题。是路过村民提醒，才知
道车子后面冒烟了。我刚下车想检

查下，火就烧起来。”车主告诉笔
者。

据了解，为了让三轮车跑的时间
更长一点，车主私自多接了两个电
瓶。由于车子长时间超负荷运转，这
才酿成了火灾。

滥接电瓶 电动车行驶中突然起火

本报讯（记者 朱幼萍） 近日，
经过永宁公园的市民会发现，公园
南大门入口景观桥处设置了施工标
志，永宁公园景观提升项目正在施
工。

现场，两名工人正忙碌地清理广

场和桥面接口沉降的花岗岩，另有两
名工人绑上安全绳挂在桥外清理破
损的漆面。

永宁公园于2004年建成，该座景
观桥桥面在2008年曾翻新过一次。历
经十多年风雨，眼下，木质桥面已较

为破损，护栏油漆剥落严重，不仅影
响公园整体美观，还伴有一定的安全
隐患。此次工程对整个景观桥进行提
升改造，将原来的基础木质龙骨更换
成铝合金龙骨，再铺设崭新的木质桥
面，打造一座稳固安全又美观大方的

景观桥。
除此之外，工程还对园内一些基

础设施进行更新，共将更换庭园灯
164盏，坐椅153张，工程预计11月初
完工，届时将为市民们提供一个更为
舒适的休闲、健身场所。

永宁公园景观提升改造预计11月完工 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坚守环境监测一线

连续作战 为保护环境站岗放哨

本报讯 （通讯员 林姿含） 近
日，黄岩徐昌积宅修缮工程顺利开
标，工程即将启动。

据了解，徐昌积宅位于东城街道

柏树巷中段，是我区遗存的典型民居
之一，体现了我区清代中晚期典型的
建筑风格，对研究新罗坊历史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该古建筑整体保存状况

较差，后期加建严重，存在多处屋面坍
塌，建筑构件残损等情况。此次工程将
对徐昌积宅的主院跟别院进行修缮，
主要内容包括拆除部分后期加建的砖

混结构，重建倒坍建筑，以及保护性拆
除修建工程等，建设工期共270天。

该修缮工程的建设，将有利于推
进我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徐昌积宅即将启动修缮

本报讯 （通讯员 许一兰） 近
日，茅畲乡召开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动
员部署会，动员全乡上下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共识，以强烈的使命担当，
全力以赴打好打赢村社级组织换届
攻坚战。

会议指出，抓好换届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一次“亮剑”，是建设“重要窗
口”的基底工程，是优化基层政治生
态的重要契机。全乡上下要提高站
位，坚定立场，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凝
聚换届共识。要坚持原则，明确要求，
抓住班子选配这一关键内容、紧扣矛
盾化解这一关键环节、锚定服务大局

这一关键目标，以铁军作风高质量推
进换届选举。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
细化责任分工、严格选举程序、严守
纪律底线，确保村级组织换届依法依
规进行。

会议强调，村级组织换届工作的
大考已经拉开序幕，茅畲乡全乡上下
将以最强担当、最严态度、最实作风，
又稳又好完成村级组织换届任务，为
黄岩奋进“永宁江时代”贡献茅畲力
量。

同时，该乡召开党组织换届业务
培训会，讲解村级换届基本情况、党
组织换届基本流程等相关业务知识。

茅畲：全力以赴打赢村级换届攻坚战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主体力
量是志愿者，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
就延伸到哪里，志愿者就服务到哪
里。如今，北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
队伍逐步壮大，服务愈加精细，为群
众提供精准化的志愿服务。截至目
前，北城街道各类志愿者人数目前已
达到2000余人。

创新工作方法

为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
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北城

街道还创新探索出“六员”模式，在活
动开展过程中，由各辖区的网格员充
当“询单员”，收集村民诉求，上报至本
级志愿平台管理员即“接单员”，然后
由平台管理员进行梳理统筹，上报至
街道实践所工作人员，他们作为综合
统筹“派单员”，接单的志愿服务队作
为“服务员”进行具体活动策划组织，
驻村干部作为“指导员”一并到活动现
场进行指导。活动结束后，网格员作为

“反馈员”对这次活动满意度进行调
查，反映存在的问题，并将反馈结果汇

报给街道实践所工作人员，由实践所
人员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形成志愿服
务形式，更好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在北城，越来越多的文
明实践活动正围绕育新人、扬新风、解
难题、惠群众理念展开，不断提升广大
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以来，北城街道开展各类文
明实践活动超 150余场次。这些活动
采用“中心派单、群众点单”的模式，
让志愿项目与群众需求有效对接，将
新风尚种进人们心里。

“如今，咱村‘既有面子更有里
子’，可谓‘内外皆美’。”说到村庄变
化，后庄村村民沈官明很感慨。

新时代，背负新使命，迎接新考
验。在新时代文明实践这场“大考”
中，北城街道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文明之风吹遍北城的山川河流，
革新之力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绽
放文明思想之花，结出基层治理之
果。未来，期待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
子在北城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续写
更多新的篇章。

消除贫困 同步小康

(上接A版）

本报讯（记者 林嘉伟） 近日，
由区司法局、黄岩公安分局、区流动
人口服务中心、北城街道等单位联合
主办的平安黄岩宣传“走进北城”文
艺演出在张唐村文化礼堂演出。

晚会围绕“创平安黄城、促和谐永
宁”主题，通过舞蹈、歌曲、越剧、小品、
顺口溜、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将反邪教、反电信诈骗、禁毒

知识等直观地呈现给广大群众。晚会
中设置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更是将晚
会推向了高潮。现场群众积极参与知
识问答，加深了对反邪教、禁毒、反电
信诈骗等有关知识的了解，并纷纷表
示在日常生活中会积极参与，共建平
安黄岩。当晚的两个多小时里，张唐村
文化礼堂欢声笑语，热闹非常。

此次活动切实增强了群众的防
范意识、提高了群众对平安黄岩的参
与度，为推进北城平安建设、营造和
谐的氛围、共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奠定
基础。

共建平安黄岩

平安宣传走进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