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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发现

本报讯 2018 年度永嘉县
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价结
果近日揭晓，我县共有 204家企
业参评，其中温州国仕邦高分子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奥康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育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报喜鸟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绿色企业 6 家、蓝色企业
195家、黄色企业2家、红色企业
1家、黑色企业没有。

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是
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行为信
息，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
序，对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
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实

际表现，进行环境信用评价，确
定其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
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金融等
机构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

企业环境行为等级共定为
五级：好、较好、一般、差、
很差，依次以绿色、蓝色、黄
色、红色、黑色标示。被定级
为绿色、蓝色的企业在项目立
项、审批、资源配置和企业上
市等方面优先享受有关优惠政
策；被定级为红色、黑色的企
业依法进行整改，并督促其在
规定期限内完成，同时在未完
成整改前，暂缓企业项目立项、
审批等申请事项。

记者 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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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为了让
县城去往山区的乘客有个舒适的候
车环境，县有关部门在县城环城西路
路口着手建设一个港湾式候车站，工
程预计在今年7月份投入使用。

由于县城去往山区没有始发
站，环城西路路口又是通往山区的
主要路段之一，很多群众会选择在
这里候车。但多年来，这里只是一
个群众自发形成的“天然”的候车
站，就在狭窄的人行道边，既没有一
个遮阳避雨的亭子，也没有一个交

通隔离的设施，对于候车的乘客来
讲，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昨天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
到，原本属于绿地的大片面积已
被挖开，多名工人正在施工。据
了解，该候车站顺着省道南北方
面建设，总长 90米，中间高两头
低，两头成斜坡状，最宽处达5米
多，建成后，首尾各有一个候车
站，中间有一个平台和江滨公园
连接，方便游客上下车，候车站和
省道用护栏隔离。 记者 汪华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
更上一个层次。这不，有人就在
老家种植果蔬，养殖家禽，搞搞
小畜牧业满足自己一家的生活，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绿色、环保。
岩坦镇前溪村 67岁的金岳会就
是这样的一个健康快乐的老人。

养殖獭兔为了积肥

日前，记者在金岳会家的兔
圈旁看到，他正在观察獭兔生长
情况。金岳会告诉记者，自6年前
开始养殖獭兔，獭兔繁殖力很是
惊人。记者了解到，獭兔与家兔
相似，基本上每个月能产一窝，每
窝产仔7-8只，但为了保护母兔，
一般都是一年产仔6-8窝为好。
因此，如果任其繁殖下去，一对种
兔一年就能生育小兔50来只。

兔子的大量繁殖，带来的影
响是牧草供应出现困难。前年

金岳会家养了50多只獭兔，光是
割草喂养獭兔，就让他忙得不可
开交。这两年，他便逐渐减少了
獭兔的存栏量，以便在喂养上不
至于手忙脚乱。

金岳会养殖的獭兔，最大的
达 5.5公斤，獭兔除了肉质鲜美
外，还是一种典型的皮用型兔，
它的毛皮与珍贵的毛皮兽水獭
很相似，是制作服装的上好材
料。而金岳会养殖獭兔的初衷，
竟是为了积肥，给自家种植的
200多棵猕猴桃积累有机肥。

种有200多株猕猴桃

獭兔养得多了，栏肥自然就
会不少。金岳会隔三差五的就
要把栏肥往猕猴桃园里运。施
用了这些有机肥，猕猴桃的长势
蹭蹭蹭的直长，结出的果实更是
个大味甜，深受家人的喜爱。

金岳会告诉记者，儿孙们都

居住在县城上塘，每到猕猴桃成
熟的时候，一家老小在猕猴桃园
里采摘果实，品尝品尝一个个如
灯笼般的猕猴桃，真是吃在口
中，甜上心头。

当然，200多株猕猴桃的产量
可不是他一家就能“消耗”得完
的。金岳会说，自己一家只需要
10来株就足够，多出的果子，就让
儿孙们送人，亲朋好友无不夸赞。

养鸭养鹅养山鸡

金岳会家的除了养有獭兔，
还养了40多只鸭子，每天都能下
几斤热乎乎的鸭蛋。除了供应自
己一家外，还有到村里旅游的外
地游客上门求购。记者采访时就
有一位游客要求购买 10公斤鸭
蛋，因为产量不足而被婉拒。

金岳会告诉记者，他养鸭子
主要是为了供应自家的需求，同
时也能解决一部分猕猴桃的肥

料。因为要供应自家使用，金岳
会喂养鸭子就专门使用玉米，不
喂其他饲料了。

此外，老金还养有几只鹅、
鸡，还准备购买山鸡来喂养。金
岳会说，目前正在准备搭建养山

鸡的场地，上面要拉上鱼网，不
然容易飞走了。

养殖、种植了这么多，金岳
会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是个
快乐种养，健康生活的典范。

记者 汪伊帆汪学斌

本报讯 第 126届秋季广交
会将于 2019年 10月 15至 11月
4日在广州举办。记者昨天从
县经信局了解到，我县企业参展
的相关工作已经启动，即日起可
开始申请第 126届秋季广交会
展位。申请时间截至 6月 15日
前（其中品牌展位确认时间：
2019年5月15日至6月5日）。

据悉，第 126届秋季广交会
展期一届分三期，每期展览时间
5天。第一期展出内容：电子及
家电、照明、车辆及配件、机械、
五金工具、建材、化工产品、新能
源等。第二期展出内容：日用消
费品、礼品、家居装饰品等。第
三期展出内容：纺织服装、鞋、办
公箱包及休闲用品、医药及医疗
保健、食品等。

展位分为品牌展位和一般
性展位，登录广交会官网“参展
易 捷 通 ”（http://exhibitor.
cantonfair.org.cn），登记确认公
司及展品信息，进行展位申请。
在完成网上申请登记后，请与所
属交易团联系办理后续相关事
宜。

申报要求特别提醒：“参展
易捷通”为广交会官方唯一展位
申请渠道。展位申请相关事宜
先与所属交易团联系。所有参
展事宜，包括缴纳参展费用、办
理证件等，均须通过所属交易团
办理。广交会出口展不委托除
交易团以外的任何单位或个人
代理任何展位申请、安排等事
宜，请企业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受骗。 记者嘉勇

秋季广交会展位开始申请
时间：6月15日前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由县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中心、县社科联、县非遗保护
中心、县新华书店主办，县博文
学会、县非遗保护协会承办的永
嘉县 2019博文暑假非遗公益培
训班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截
止，报名各科目要收取 300元材
料成本费。

该公益培训班开设传统工
艺竹雕、米塑、剪纸、瓯绣及创意
美术等各项课程，每周开课两

次，每次为 1.5个小时。执教老
师为市县级非遗代表传承人，报
名对象以小学生为主，瓯绣可招
收部分成人学员，创意美术可招
收部分幼儿园大班学生，各门课
程限25个名额。

培训时间为 7月 1日—8月
3日，培训地点设在县新华书店
三楼“博文之家”。需要报名参
加培训的学员，具体跟胡小龙联
系，电话：15868759287。

记者谷亨飞

暑假非遗公益培训开始报名
设传统工艺竹雕、米塑、剪纸、瓯绣及创意美
术等各项课程

治国安邦，重点在基层、难点
在乡村、支点在社会。为持续深
化平安建设，全力做好村（社区）
规模优化调整工作“后半篇文
章”，打造有本地特色的“枫桥式”
平安村（社区）和现代化基层社会
治理，近日，县委、县政府印发了
《党建统领“五个一”基层社会治
理创新工程实施方案》，以党建统
领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平安创建工
作，通过推进新时代新村（社区）
综治中心治保会、调委会、社会力
量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全科网格
升级版、村（社区）智慧安防体系
的基层社会治理“五个一”工程的
实施，努力打造“政治、法治、自
治、德治、智治”模式健全的永嘉
平安基层村（社区）。

红色引领善治争先

《方案》指出，要把加强基层
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
贯穿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条红线，充
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要规范做好“三会一课”和

“五议两公开”，开展支部主题党
日、党员联户和社区党员报到等
活动，探索党建联盟建设。加强
党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开展红色
领航“群心向党”行动，完善党建
带群建促治理机制，推动群团组
织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发挥
群团组织群众基础优势和桥梁
纽带作用，团结凝聚群众共同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要构建以“平台派单、支部
认领”和“支部吹哨、党员报到”
为总体框架的基层治理矛盾调
解新机制，依托党员联户、无职
党员设岗定责等制度，探索党支
部和党员干部一般矛盾化解责
任包干、过程监管、动态考核等
制度，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和农
村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中的先
锋模范作用，推动形成党建统领
基层治理新格局。

据悉，此次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工程实施先试点后总结，形成
可看、可学、可复制的基层社会
治理“五个一”工程示范样板，并
在全县推广。

推进五个方面建设

在推进新时代治保会建设
工程方面。要在党组织领导下，
重点开展村（社区）治保会规范
化建设，依托综治中心，设立专

门治保会，有效整合社会治理各
项资源并进一步向网格、家庭延
伸，及时反映和协调村民利益诉
求。注重组织群众参与，有效发
挥村（社区）社“自治”基础作用，
健全和创新村党组织领导的村
民自治机制，规范村民（代表）会
议制度，推进村级事务阳光化、
公开化、制度化、规范化；依法治
村，让村规民约法制化、规范化、
特色化，注重依法治理，发挥“法
治”核心作用，以法治思维提升
服务办事能力；注重道德规范，
发挥“德治”引领作用，倡导文明
新风尚，依托农村文化礼堂、“道
德讲堂”等阵地，开展“道德楷
模”评选等活动，把自治、法治、
德治推向新高地，不断强化法治
主流价值在农村的引领力。

在推进新时代调委会建设
工程方面。要在村（社区）党组
织领导下，建立矛盾纠纷调委
会。并有固定的矛盾纠纷调解
室、专职调解员和信息员，有统
一的标牌标识，有配套的上墙制
度，有印章，有规范的调解文书
和工作台帐。坚持“4+1”模式，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
新有乡贤、“三官一师”（警官、法
官、检察官和律师）、妇联、工会
参与的调解新模式，搭建矛盾纠
纷专业调解，快速化解矛盾纠

纷，基层治理真正做到矛盾不激
化、问题不上交，小事不出村、大
事不出镇，纠纷无后患的和谐美
丽平安村（社区）。

在推进全科网格升级建设工
程方面。重点深入推进全科网格

“2.0”建设，科学划分村网格，规范
组织框架和网格准入事务机制。
在配齐网格长、网格指导员、专兼
职网格员力量的基础上，本着村
（社区）网格问题在哪里，政府力量
服务到那里，力推部门力量再下
沉、处置再前移，把更多必要的资
源、服务、管理配置到网格，更好地
为群众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管理，
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
各层次利益诉求，做到信息掌握
到位、矛盾化解到位、治安防控到
位、便民服务到位，全力构建主动
感知能力强、信息收集办法多、群
众参与意愿高的全科网格升级版。

在推进“1+1+X”社会组织
协同模式建设工程方面。重点
创新建立“1+1+X”社会组织、人
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政
府根据不同时期社会形势及时
研判社会治理方案，指导基层治
理工作；村（社区）要建设一支统
一着装、统一指挥、统一培训、统
一考核的群防群治队伍；同时整
合群团组织、乡贤组织（商会）、
小区物业保安队、社会专业救援

力量等社会力量的资源，充分发
动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治安
巡逻、防火灭火、抗震救灾、平安
宣传、交通疏导、环境整治等社
会治理服务。此外深入推进“放
管服”改革，创新做好政府向社
会组织购买服务，推进部分政府
治理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工
作。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
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长效
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
制，做到人人都参与、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推进智慧村（社区）体系
建设工程方面。在“枫桥经验”
的基础上，整合发挥各类物防和
技防作用，将村（社区）编织成一
张多功能的安全大网。全力抓
好“雪亮工程”建设，在村庄出入
口安装人脸和车辆识别系统，村
（社区）主干道、重点部位要视频
监控无盲区建设，打造一张无漏
洞社会治安防控“天网”。因地
制宜地融入安装电瓶车集中充
电、民房安装智慧用电系统和消
防烟雾感应报警设备等智能化
设备，构建村（社区）智慧整体安
防体系建设。利用大数据平台，
创新村（社区）事务服务管理，以
清廉村（社区）建设为抓手，将村
（社区）的大小事务阳光化。

记者 嘉勇

“五个一”工程打造“五治”平安基层村
我县印发《党建统领“五个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快乐种养 健康生活
岩坦镇前溪村67岁老人金岳会不但养殖獭兔、鸭、鹅，还种有200多株猕猴桃

上塘环城西路路口将建港湾式候车站
总长90米，预计在今年7月份投入使用

2018年度永嘉县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
价结果揭晓

204家参评201家获较好以上

效果图效果图
本报讯 “滴滴答，打竹

板。楠溪的水清天亦蓝。
12340是民调电话号码，大家人
参与要接快，河长制度我晓得，
五水共治我参与……”。昨天
下午4时许，在上塘中塘小学门
口，一队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
面向前来接孩子放学的家长，
用本地方言打快板、演小品，开
展“五水共治”公众满意度宣
传，深受群众欢迎。据悉，这是
永嘉成立的首支“五水共治”流
动志愿队伍，由县绿色环保志
愿者协会组织实施的满天星

“五水共治”巡回宣传小分队。
据了解，这支满天星“五水

共治”巡回宣传小分队主要是
招募民间有快板、相声、小品、
道情等演艺特长的志愿者，在
全县主要集镇的广场、菜市场、
景区、超市、学校门口等人流密
集场所开展巡回宣传，以通俗
易懂的永嘉方言面向群众宣传

“五水共治”背景、意义和成效，
以 及 如 何 接 听 回 答 0571—
12340公众满意度调查电话。
同时，活动现场穿插有奖竞猜
的方式，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其
中。在活动现场，一位学生家
长参与活动后高兴地说，原来
我平时在家里用淘米水浇花、
用无磷洗衣粉等习惯都是参与

“五水共治”工作，“五水共治”
跟我生活如此贴近。

县满天星“五水共治”巡回
宣传小分队队长王益明说，巡
回宣传活动将持续两个月，每
天安排 5位志愿者轮流参与活
动，每天不少于 5场次。同时，
装载高音喇叭的流动宣传车走
街串巷开展宣传，填补宣传区
域的盲点，助力提升广大群众
对“五水共治”（河长制）的知晓
率、参与率和满意率，让群众真
切感受到治水红利

特约记者潘智化

快板相声小品道情轮番上演
我县成立首支“五水共治”流动志愿宣传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