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卢呈橙 通讯员
谢纯辉）6月27日，随着最后一位村
民代表落笔签名，西湖水厂二期工
程项目所涉及的杜桥镇西湖村征地
工作圆满结束。用时26天，自愿签
字率100%。

西湖水厂一期工程于 2009 年
在杜桥镇西湖村落户，设计日供水
量10万吨，以保障杜桥镇、头门港
经济开发区及椒北平原近50余万
人的生活和工业用水。但随着城
镇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市东部地区
需水量不断增加，现西湖水厂实际
每日供水量已高达 12 万吨，超负
荷运转存在断水隐患。“为保障东

部人民的生活和生产，西湖水厂二
期工程建设已刻不容缓。”镇人大
副主席包兆腾说。

征地是推进项目建设的关键之
举，却历来困难重重。6月初征地工
作启动时，西湖村同样出现“状况”，
村民代表们纷纷表示：“征地价格太
低，让人难以接受！”接踵而至的产
权归属、邻里纠纷、家庭矛盾，也动
摇着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项目一度出现僵持局面。

为保证项目有序开展，镇领导
小组牵头大汾办事处、市水务集团
与西湖村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了
专项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集中攻
坚。“我们实施‘三步走’战略，先后
召开村‘两委’班子会议10余次，多
次讨论分析征地政策，开展谈心谈
话，将村‘两委’班子紧紧拧成一股
绳，首先保证了思想的统一。随后，
我们通过召开支部会议、学习党员

权利义务与‘十二分制’考核办法、
宣讲政策利弊及工程意义等，让党
员带头签字，充分发挥其先锋带头
作用。最后，实行村‘两委’班子‘分
片联系、包干到户’计划。村‘两
委’干部除了自己多次上门做工作
外，更需寻找并发动社会关系，动
员村民代表亲朋好友做工作，晓之
以情，动之以理，用韧劲巧劲逐步
突破群众的思想关、心理关。”杜桥
镇大汾办事处党委书记郑建告诉记
者。

征地需要耐心和善心。“那时，
刚好赶上杨梅成熟期，村民代表们
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上摘杨梅，去其
家里找不到人，我们便一个个上山
去找。两次三次说服不了就跑四次
五次……”说起其中滋味，驻村干部
李登来深有感悟。26天来，他夜以
继日走遍了50户村民代表的住处，

“闭门羹”自然没少吃。一次，在走

访过程中，他得知一位村民代表的
女儿行动不便，便立马联系了民政
部门，在对照相关政策后对该户进
行了帮扶，也获取了大家的信任。

“老百姓其实非常在乎你对他们的
关心，当你诚心对待他们时，他们的
心结自然就会解开。”李登来说。

“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你们
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和尊重。接下来，我们将趁势而上，
紧抓时间节点，加快项目推进，为民
生供水提供有力保障。”包兆腾表
示。

据悉，杜桥镇西湖水厂二期工
程项目为我市“双百”项目，占地42
亩，设计日供水量10万吨。建成后，
整个西湖水厂供水能力将达到每日
20万吨，可保障该区域的长远供水
需求。目前，已完成该项目地上物
评估、赔偿与清理工作，征地手续正
在办理中。

西湖水厂二期工程完成征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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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项目 百团攻坚

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丁卉灵）“高
楼大厦易建，背街小巷难管”。为
切实改善村庄环境卫生，助推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日前，大洋街道丁
家洋村迅速行动，对村内多处房前
屋后的空地实施了道路硬化并改
造成停车场，使村庄旧貌换新颜，
也收获了广大村民的好评。

在丁家洋村，记者看到，村内
一派忙碌的景象。来自大洋街道
办事处和联系单位市发改局的工
作人员正与村干部们一道，认真清
理着村内空地上乱堆放的杂物。

据了解，丁家洋村此次共投

入资金 100 多万元，对村内的
6000余平方米空地实施了道路
硬化与改造，部分清理出来的空
地将改造成停车场，用来解决村
民的停车难问题。

“我们紧抓创全国文明城市
的机会，完善村里的绿化和道路
硬化，解决村民停车难的问题。
目前，改造工作推进速度较快，面
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下阶段，
我们将继续完善停车场的改造工
作，绘制停车线，认真规范停车秩
序。”大洋街道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卢立掌告诉记者。

丁家洋村

“庭院革命”为村庄“美颜”

本报讯 （记 者 应琪瑶
通讯员周一乐）为纪念建党97
周年，7月10日，古城街道鹿城
社区党委联合临海农商银行银
泰支行党支部举行第二届最美
党员颁奖暨社银共建启动仪
式。由鹿城社区各支部和群众
自发推荐、社区党委择优评选
出来的 11 名社区最美党员在
仪式上获得表彰。

为辖区平安和邻里和谐四
处奔走的社区网格员李胜，兢兢
业业维护社区秩序的协警蔡高
华，在工作之余为社区夕阳红艺
术团文艺工作贡献一己之力的
陈英俊……这些获得表彰的鹿
城社区最美党员在日常生活中
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公益活
动，全心全意为群众做好事、办
实事，传递了党员的正能量，起
到了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被

评选为社区最美党员，我感到非
常荣幸。我将不忘初心，继续行
走在公益的道路上，为社区居民
做好服务。”陈英俊激动地告诉
记者。

“今天是我们的主题党日活
动，举行最美党员颁奖仪式是为
了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作用，带
动更多的党员和群众投身到我们
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温暖社区
建设中来。”鹿城社区党委书记方
华芬告诉记者。

“最美党员”颁奖仪式结束
后，鹿城社区与临海农商银行
银泰支行负责人宣布将启动一
系列社银共建活动，通过设立
社区居民专柜、发放红色家庭
贷、结对帮困等活动来进一步
延伸金融服务触角，让更多的
社区居民在普惠金融的大潮中
享受金融服务。

鹿城社区

“最美党员”引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欣 见习记者金
晓欣）近日，市妇联、大洋派出所与

“女童保护”浙江临海团队一起进校
园，为哲商现代实验小学二年级12
个班级全体学生开展了一场“女童
保护”防性侵知识讲座。通过情景
模拟、现场互动等形式让学生正确
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学会如何预
防、应对性侵犯。讲座后还给学生
发放了《女童保护基本防性侵手
册》，加深其预防性侵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远离伤害。

这是市妇联开展的“守护心田”
妇女儿童心理援助项目的一个组成
部分，市妇联主席曹凌云告诉记者，
随着近年来社会环境的高速变化，
心理健康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问

题。为帮助妇女儿童树立正确的心
理意识，保护其身心健康，维护合法
权益，从今年5月开始，市妇联联合
希望心理辅导服务中心开展“守护
心田”妇女儿童心理援助项目活
动。项目内容涵盖婚姻家庭关系调
适、家庭教育巡回讲座（送教）、留守
儿童心理关怀、儿童防性侵教育课
程、青春健康大讲堂5大模块，惠及
各年龄段。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普
及可以让儿童从小懂得自我保护，
具备防侵害的能力，及早避免悲剧
的发生。”希望心理辅导服务中心负
责人梁思恩说。

据了解，“守护心田”团队目前
拥有核心讲师29人，心理咨询师志

愿者8人，队伍整合教师、医生、律师
等各专业资源。除了进校园发展讲
座，还以一对一心理咨询的形式，每
周1次开展公益心理咨询服务，为我
市妇女儿童及家长群体进行心理疏
导；开发“智慧父母课堂”“青春健康
大讲堂”“幸福家庭公交车”“性侵防
范课堂”4大主题课程，一年录制48
节微课，以微信语音形式在妇联公
众号上推送公益微课“空中课
堂”；以农村（山区）学校为平台，
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团队心理辅导
或心理讲堂，密切关注当地留守儿
童身心健康；以“抢课”形式每月
进行家庭教育巡回讲座，全年共有
12次。目前，“守护心田”项目活
动全市受众量达到3000多名，范围

涉及各镇（街道）。团队共进入江南
中心校、临海小学、回浦实验小学等
9所学校进行心理讲座9场，为数十
户家庭提供心理援助，帮扶留守儿
童50多名。

“妇女儿童是社会重要组成部
分，他们的身心健康是维护社会稳
定的一大因素。他们在心理援助方
面其实有着很大的需求，而目前市
场尚有缺失。‘守护心田’这个项目
内容详实，方式新颖，能为需求者送
去真实有效的帮助。不仅仅是让儿
童学会自我保护，还要引导青年与
妇女进行正确的心理调适，帮助家
长更新教育理念，推动家庭关系的
改善，以家庭文明助力城市文明。”
市妇联副主席池海娜说。

“守护心田”项目 将阳光留在妇女儿童心间

本报讯（记者李 欣 通讯员
张 奕）7月11日上午8点，杭绍台铁
路临海段中铁十一局第一工区副经
理、应急抢险队队长侯健正准备走
进办公室，口袋响起急促的电话铃
声——“我这里是临海市公路局。
在东塍镇大青线潘岙村路段发生3
处山体滑坡，道路受阻，请你们紧急
出动应急抢险队。”

灾情电话就是命令。5分钟后，
十几名抢险人员及两辆工程车、一
台挖掘机集结到位。应急抢险队齐

刷刷地从中铁十一局第一工区整装
出发……

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段位于东
塍镇大青线潘岙村，路段出现3处
滑坡险情，最大山石长约 2 米，重
量达3-5吨左右，大小石块与泥浆
占据三分之二道路。应急抢险队
队长侯健快速确定人员、装备编
组。“现场有2名挖掘机操作员，为
了抓紧时间抢险，人歇机不歇！”在
狭窄的道路上，应急抢险队先是在
抢险道路上拉起警戒线，随后动用

挖掘机和运输车立即展开抢险作
业。

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大青
线潘岙村路段终于恢复了畅通。为
防止灾情再次发生，抢险队又对路
段山体进行整形加固施工。

望着一个个身体疲惫、衣服湿
漉的身影，大青线沿线的村民们一
个个投以赞赏的目光，纷纷感慨:“杭
绍台铁路施工单位不仅为我们造高
铁，还帮助我们抗台救灾，真是太感
谢他们了！”

据了解，在市交投集团的指导
和建议下，杭绍台铁路临海段中铁
十一局成立了两支应急抢险队伍，
队伍分成现场抢救组、现场警戒组、
事故调查组、技术处理组、善后工作
组和后勤保障组等6个小组，应急抢
险队伍充分发挥信息化、机械化和
人才技术优势，采取“小团队、全装
备”全域机动，多点救援，在出现险
情时既可以保障项目恢复生产建
设，又可以帮助沿线镇（街道）的抗
台抢险工作。

杭绍台铁路临海段 有支快速抢险“奇兵”

受台风影响，昨日，叶下
线 11K+100M（永丰镇杨图村
往临海方向 500 米）发生小幅
塌方。得知消息，市公路局立
即组织养护人员开展灾后自
救，尽快清理污染路面，做好
水毁受损路面和受损公路挡
墙及公路附属设施的修复工
作。

朱 婷 叶 伟摄

本报讯 （记者张微煦）昨日下
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梅式苗带队现
场督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他
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明确目
标任务，着力补齐短板，高标准推
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不断优
化城市环境，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创建成果。市领导陈先东、
周李俐参加督查活动。

来到赤城路老蒋麦虾面皮店，
检查组一行对后厨环境卫生状况进
行了重点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
脏乱差、排烟管油污满溢未及时清
理、消防隐患等问题，检查人员要求
经营者立即进行整改。梅式苗要
求，要全面排查，制定整治方案，采
取有效措施，限期整改，彻底消除我
市小餐饮店环境卫生脏乱差问题。

在临海中心菜场，检查组发现菜
场内部占道经营现象普遍，菜场周边
停车秩序混乱，菜场东面家禽屠宰点
存在脏乱差现象。梅式苗指出，中心
菜场是“创城保牌”工作必检项目，古
城街道、相关部门单位要对照创建标
准和规范要求，拎出问题，限期整改，
同时要加强日常教育管理，严格执
法，全力确保中心菜场及周边环境整
洁、秩序规范、停车有序、道路畅通。

一直以来，位于靖江路的出租
车（椒黄路线）临时停靠点存在着经
营者叫卖、乱拉客、随地小便、车辆
乱停放等不文明现象，市民反响强
烈。在进行了实地踏看和检查后，
梅式苗指出，要加快选址，尽快搬迁
出租车（椒黄路线）临时停靠点，同
时要切实加强教育、管理和执法，确
保临时停靠点整洁有序。

此外，检查组一行还检查了网
吧、小区和农贸市场。每到一处，
梅式苗都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和管理
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不文明行为
现场予以制止，对创建工作中存在
的难点问题进行了现场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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