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村内，大街小巷无不整
洁素净，家家户户门口放着村里
统一发放的垃圾桶，院外亦不见
柴草堆积，有的只是花木点缀，绿
色盈门。以前的垃圾坑塘填埋后
种上了绿植，各户门前还用栅栏
圈出了一个个小花圃，墙面上各
种主题鲜明的手绘画更是村里的
一大亮点。“别看村子现在这么
美，在之前不是这样子的。”村党
支部书记张建新告诉记者，过去，
村里环境脏乱差，杂草丛生，垃圾
成堆，私搭乱建有碍观瞻，陈旧意
识难变，一直以来成为影响村容

村貌治理的阻碍。为彻底改变这
一局面，该村通过参观学习、党员
示范带头、全村动员发动等形式，
让村民充分认识人居环境整治的
好处和意义。

党员干部率先干、村民代表
带头干、全村百姓争相干。张建
新带头，率先劝说自己大哥将菜
园子改造成了绿化庭院。对于不
情愿的村民，村干部耐心地给他
们陈述利弊，说服劝导，做到拆一
处，清一处，绿一处，亮一处。80
岁的陈老伯原本不愿意拆除违建
小屋，村两委党员干部连续上门

做了一个月的思想工作，老人年
纪大了，想搬也搬不动，村两委成
立了清运队，帮着一点点清理干
净。如今，陈老伯路上逢人便
夸。

眼看清理之后房前屋后处处
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跟个小花园
一样，不少人也动了心，主动开始
收拾自家的东西。从前的荒地，
填平，建一个停车位，解决村民的
停车问题。沿街两侧边一块块边
角地，统一景观设计，种植树木花
草，打造“人在花中走，车在绿中
行”的美丽村貌。

专人保长效，甘愿当“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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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永嘉的番薯枣一直
以来受到市民的追捧，近日，鹤
盛镇湖头山的谢氏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今年首批番薯枣已经
新鲜出炉，“三蒸三晒番薯枣”卖
得格外红火，迎来了大丰收。

虽然现在才金秋 10月，但
鹤盛镇湖头山谢氏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却是忙得
热火朝天。削皮、清洗、切条、烘
烤、晾晒......工人们忙得不亦乐
乎。 道道工序由专业人员严格
把关，新鲜出炉的番薯枣色泽诱
人，软糯适宜，香甜可口。

谢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谢玉林说，制作番薯枣的步
骤看似简单，但其实每个步骤都
相当讲究。前期除了要种植优
质的番薯品种外，田间地头都要
精细化管理，制作过程中烘烤的
时间、晾晒的时间也要把控好，
自家番薯枣主要跟别人的区别
是在“三蒸三晒”。

谢玉林还说，这几年都是供
不应求，现在一天大概能生产番
薯枣 15000 斤左右，年产值达
2300万。由于谢玉林公司的番
薯枣品质好，公司每天都门庭若
市，来自各地的代理商纷纷来此
订货。

台州代理商孙先生说来此订
货已经10来年了，番薯枣品质很
好，每年来回购的客人特别多。

谢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自
2009年开始，已经有 10年的历
史，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所需
工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整个公司
有 200余人。谢玉林说本来附
近的村民基本上都是闲散的，平
时也没什么事情做，现在到这里
来上班也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些
收入，工人一年大概上班5个月
左右，最低的工资有 15000 左
右，高的可以拿到 40000余元，
带动了村民的就业。

记者 杨莎莎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民
家热线67261234反映，黄田
街道千石社区一处加工厂存
在乱搭乱建现象，影响周边
环境。为此，记者前往实地
进行了调查。

本报讯 蚂蚁花呗，作为一
款消费信贷产品，消费者将根据
信用积分获得 500-50000元不
等的消费额度，享受“先消费，后
付款”的购物体验。一群 90后
的犯罪分子，正是看中了年轻人
对于先消费后支付的青睐，通过
谎称能够提高花呗额度实施诈
骗。近日，其被永嘉县人民法院
处以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至八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3 万元至
8000元不等。

94年的男子李某是湖北省
天门市人，在武汉做淘宝生意失
败回到天门市后，一直待业在
家。因闲来无事，2018年12月，
李某和朋友赵某、陈某一起寻思
着通过支付宝花呗、借呗诈骗赚
点钱。据李某称，一开始他们没
有明确分工，在网上买来客户号
码之后，准备了十几部手机，通
过大量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

“钓鱼”。如果客户有需求反馈，
便要求其添加微信或者QQ，支
付一部分手续费。在客户如期
转账后，告知其额度提升审核需
等待一段时间，当客户问及何时
才能提升额度便找各种理由搪
塞，实在无法应付就删除好友或
者拉入黑名单。如此，他们一次
诈骗几百至几千元不等，总共诈
骗五万多元。

陈某作为李某与赵某的下
手，每个月领取 7000余元工资，
在“打工”一段时间后，陈某便不
再参与。2019年2月，李某与赵
某换了个“工作室”，并雇佣了王
某。王某在庭审中交代，其负责
给李某买来的号码拨打电话及
发送短信，以 3千元底薪加 10%
提成的方式计算工资，李某与陈
某负责与客户后期交流及转账
往来。“上班”才一星期，她便被
警方抓获了。

经审理，永嘉法院查明，至
2019年 4月 18日，李某、赵某骗
取被害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7.10
万元；王某参与期间骗取被害人
财物共计人民币2.21万元（陈某
另案处理）。

永嘉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
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
信网络诈骗他人财物，其中李
某、赵某犯罪数额巨大、王某犯
罪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鉴于王某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三人归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
白，且自愿认罪，结合李某赵某
二人已向法院交纳17.10万元用
于退赃，决定对三被告人予以从
轻处罚。最终，该院作出如上判
决。

特约记者 清溪

本报讯 抢绿灯是一种陋
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10月
15日8时30分许，在223省道与
岩枫线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奥迪车驾驶员汪某在通过灯
控路口时，为抢最后几秒的绿
灯，撞上了的行人，行人受伤倒
地。

接到报警后，永嘉交警岩头
中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民警
到达现场后，伤者躺在红绿灯下
的斑马线前，头部、手臂受伤，民
警马上帮忙叫来了 120 救护
车。伤者身后停着一辆黑色奥

迪车，右前保险杠有碰撞痕迹。
经民警初步调查：当时汪某

驾驶的奥迪车沿着 223省道往
北行驶，在快要经过事故发生地
灯控路口时，发现只剩最后几秒
的绿灯了，于是便想加速通过，
最后发现正在横穿马路的行人，
避让不及，发生事故。

目前伤者还在医院治疗，事
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民警提醒：红绿灯路口一定
要减速行驶，注意观察，宁停三
分，勿抢一秒。

通讯员 金志豪林新森

大溪村，以村前溪大而得名，
溪水充沛灵秀，造福村民生活，因
此取名大溪村。然而，正是这条长
1000多米，宽40来米的大溪，成了
村民的“心病”。由于沿溪村民、农
田众多，以往排入水中的污水和丢
弃的垃圾造成溪水污染较严重。
2013年开始，村里对大溪进行了
综合治理，组织力量打捞漂浮垃
圾、清理溪岸垃圾，完善排污纳管
工作，使每家每户接通了污水管
网，并对溪岸两侧景观进行了生态
修复，修建人行步道和碇步。

“看着家门口的大溪变得越
来越干净，我们都很开心。”村民

陈学屿赞不绝口。站在大溪大桥
上远眺，只见远处青山环抱，绿树
掩映，近处碧澄清澈的大溪碧波
荡漾。美虽美矣，但总感觉少了
点鱼跃虾跳的场景。前年，陈学
屿和陈忠富两人一合计，就承包
了这段溪流，在溪中投放了几千
尾的红田鱼，纯用以观赏。至此，

“大溪”之名不胫而走，因与乐清
四都乡毗邻，每个周末，来自柳
市、白石等地的游客拖家带口自
驾来到大溪，戏水、赏鱼、烧烤，顺
便带回村里的金银花、生姜、番薯
枣等特产。

蓝天、绿树、鲜花、长廊、凉亭

……大溪以迷人的姿态吸引着游
客流连忘返，最多时一天能有
200余游客，几十辆车。然而，这
也催生了一个问题，道路狭窄，没
有停车位，给村民出行带来了安
全隐患。“有时候开车回家，路上
半条道停满了车，我只能很慢很
慢地开，一不小心就会磕着碰
着。”住在大溪的“有车一族”都有
这样的烦恼。去年，借着“一事一
议”项目的东风，该村将原先的违
章点、垃圾堆放点进行改造，建成
了 3个停车场，这是该村大力整
治村容村貌，促使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的一个例证。

菜园子改造成绿化庭院，边角地统一景观设计，房前屋后不见柴草堆积，只有花木点缀

环境整治促大溪村“颜值”大变样

地质灾害隐患点违建棚长期存在
黄田街道回应：隐患点即将竣工验收，违建棚近期将拆除

“听说这次我们村在‘美丽永嘉’全域环境大整治大比看
中获得第一名。”“是啊，村子里的路干净得像城市马路一样，
不容易……”连日来，大溪村的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经常能从村
民嘴边听到类似这样的话语，大家莞尔一笑的同时，心里暗暗
下定决心，要继续加大力度把环境整治工作抓好。

从一个垃圾随手扔、随地倒，也没人管没人问的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庄，到村庄道路整洁宽阔，农家小院布局整齐，街头
巷尾还设置了生动形象的墙体宣传，东城街道大溪村环境面
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正是得益于我县的全域环境整
治，让村民真正享受到了实惠。

“拆违”的顺利进行，进一步
增强了村“两委”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的信心和决心。村委给家家户
户配了分类垃圾桶，设立垃圾分
类集中投放点，雇了专门的村民
当保洁员，一天两次定时将每家
桶里的垃圾收起来：早上收可腐
烂垃圾，下午收不可腐烂垃圾。

还将村内的道路分成 9段，
引导群众参与其中，共建共享。
村干部负责做好村民动员工作和
统筹协调；村民负责各路段、公共
活动场所、公厕等公共区域的卫
生清洁。定期进行比拼，在村民
会议上宣传典型，精神激励和物
资奖励并重；曝光落后，村干部甘

当“恶人”，以此不断激发村民的
内生动力，持之以恒地打造美丽
洁净村庄，形成“户户比整洁，家
家比美观”的良好风气。2018年
该村获评为省级卫生村。

与其他村民一样，退休十多
年的张仁宋老人对现在村里的环
境也是赞不绝口，“现在村里环境

变化特别大，街上天天有人打扫，
垃圾每天都有清运，村民也纷纷
自觉维护村里的卫生，村容村貌
整洁一新。”张仁宋退休后一直在
家打理自家的小庭院，曾获温州
市首批美丽庭院示范户称号。

“我们将通过‘最美庭院’
‘卫生示范户’等评比，鼓励村民

行动起来美化家园，逐步引导村
民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营造人
人清洁家园的社会氛围。”张建
新介绍，下一步，该村将让乡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形成常态，努
力向美丽乡村目标迈进，吸引更
多外地游客前来观光。

记者 潘益风 吴南杰

践行走转改践行走转改践行走转改践行走转改 基层看变化基层看变化基层看变化基层看变化

因溪而得名，环境整治从治溪开始

菜园子改造成绿化庭院，边角地统一景观设计

湖头山番薯枣提前上市
年产值达2300万，带动村民“枣”致富

抢绿灯酿事故 奥迪车撞倒行人

准备了十几部手机，通过大量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钓鱼”

谎称提高花呗额度实施诈骗被判刑

违建为何不拆？为此我们来到黄
田街道，副主任张克告诉记者，该处五
金加工点的土地是审批过的，属于工业
用地，但是门口的建筑物却没有审批，
属于违建棚，并已搭建十几年。“以前是
生产矿泉水的一个厂，当时都有生产，
后来停工了，特别是地质灾害治理任务
下来之后，一直处于腾空状态，这里一
直是封在那里的，包括我们交工验收之
后都是封闭状态，”

张克表示，去年12月份，该处地质
灾害隐患点完成了交工验收，但为了保
证安全，交工验收后要在一个水文年之

后才能开展竣工验收。另外，也为了保
证来往人员的安全，交工验收以后该处
违章棚就保留在那里。

目前，黄田街道已经跟企业主沟通
协调，企业主将在该地质灾害隐患点竣
工验收后再搬迁入厂，并配合街道拆除
违建棚。今年汛期已过，黄田街道也将
马上安排竣工验收。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违建必拆，
毋庸置疑。我们希望当地政府加强动
态监管，科学合理安排，抓好工作落实，
在推进违建拆除的同时，严防安全事故
发生。 记者陈秋芬 谷周乐

记者找到市民反映的加工厂，走进铁
门，映入眼帘的是大约 500多平米的空地，
四周有围墙，用脚手架和铁皮覆盖搭建成
棚，并安装了照明灯。顶棚锈迹斑斑，部分
已经塌陷破损，棚内放置了部分五金产品。
而里面有三间两层的房屋，门口挂着生产
部、包装部等牌子，显然之前作为生产车间
使用。目前没有生产的迹象，每个房间都久
未打扫，乱七八糟放着一些工具。该加工点
业主潘建龙告诉记者，他是黄田雅林村人，
因为突然面临房屋拆迁问题，在今年7月份
从别人手里买到这处房子。“没地方搬，这里
说是要卖掉厂房，很是开心，对于周边的情

况没仔细了解就立马买过来了。”
潘建龙说，他是以200多万元买下这处

厂房，总面积900多平方米。但是空地上搭
建的临时棚是上个企业主留下来的。而且
因为旁边正在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截
至目前他们并未开工，只是作为放置产品的
仓库使用。“黄田街道说，这里有个地质灾害
点没验收，接下来，想街道里早点处理好，我
就要搬过来。”

记者看到，该违建棚旁边的地质灾害隐
患点面积较大。据了解，治理工程主要涉及
清理危岩体、主动防护网、坡顶安全防护网，
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

记者调查 加工厂并未生产 临时棚仅当仓库 黄田街道 隐患点即将验收 违建棚近期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