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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
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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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戚梅丽）凌晨三点烧伏茶、八月中秋
送月饼、台风暴雨救群众、一年四季
助老人……近年来，乐清市慈善总会
在开展扶贫济困、安老助孤、赈灾助
学等公益扶贫项目和慈善活动的同
时，组织9000余名慈善义工活跃在各
类公益活动中。他们积极发扬“志愿
无偿、爱心奉献、我心有你、助人悦
己”的义工理念，充分展示了义工积
极向善的精神风貌和无私奉献的大爱
精神。

7月30日，乐清市慈善总会义工
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全市
40支义工队代表参加，会议审议通过

了大会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理事会。

5年来，乐清市慈善总会义工分
会从原来成立时的6支义工队伍，发
展壮大到如今的40支队伍。不管是春
节、端午，还是重阳、腊八；不管是
寒冬腊月，还是高温酷暑，这些穿着
红色马甲的慈善义工俨然成了乐清最
美的风景线。他们开展敬老助老、关
爱儿童、环境保护、义诊义卖、抢险
救灾等各类公益服务活动，受到了社
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这是乐
清市山岳应急救援中心的口号。从备
战新冠疫情开始，这支义工队的队员

们就冲在一线，有的没日没夜守护在
各个卡点，有的穿梭在大街小巷运输
物资，还有的驻扎在最危险的“疫
区”，许多队员个把月没有回家，困了
车上打个盹，饿了方便面充下饥。除
此之外，他们还担负起全市的应急救
援工作，不知走过多少个深夜、翻过
多少个山头。尽管每一次“出征”都
危险重重，但是他们依然脚步坚定，
守土有责。

特别是在去年“利奇马”台风救
灾重建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两次“大战”中，乐清慈善义工用自
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和方式，和许多政
府工作人员、志愿者一起守护着这座

城市，温暖了众多市民，展现了最美
逆行者的风采。他们的义举不仅让市
民们切切实实感受到慈善的温度，而
且也感动了更多的人来支持慈善、参
与慈善，投身到义工服务的队伍中
来。

“我们将在 9月 5日‘中华慈善
日’期间通过评选‘星级义工’等方
式，发挥先进示范引领作用，宣扬当
代义工精神。”乐清市慈善总会负责人
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争当义工精神的
倡导者、弘扬者、践行者，营造“人
人可慈善、人人做慈善”的良好氛
围，不断推动我市慈善义工事业稳
步、健康发展。

志愿无偿 爱心奉献 我心有你 助人悦己

9000名义工传递乐清温暖

近日，雁荡镇环山村河畔，
随着无人机飞跃高空，“只要你想
飞，什么都会有翅膀”两行大字
映入眼帘。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
和村庄房屋交织，弯曲的游步道
盘绕其中，和塑料大棚、小木亭
等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景，
让游人流连忘返。 叶金涛摄

励志口号
写在大地上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在
这段时间里，你要严格遵守换届纪律，把重心放
在干事创业上，在助力发展村庄、服务群众中赢
得信任……”7月29日上午，磐石镇党委书记在
卫城北村开展纪律提醒谈话，向参选意向人选着
重强调了“十严禁”“十不准”等换届相关纪律，
要求他们自觉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

近段时间，全市25个乡镇（街道）通过采取
“逐一谈话”或“集中谈话”的方式，对全市各参
选意向人选进行纪律提醒谈话。

为严肃村社换届纪律，切实规范村社换届行
为，日前，我市出台《规范村社换届行为“十条
规定”》，详细制定了“不准私自通过打电话、发
信息、分发名片、当面拜访等方式进行拉票；不
准委托、授意亲属、朋友等中间人出面说情、请
客吃饭等方式进行拉票；不准参与吃喝宴请、赌
博、聚众闹事等违规违纪违法活动”等10条换届

“铁律”。如有违反，参选意向人选将被取消参选
资格，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除了开展纪律提醒谈话外，各乡镇 （街道）
还通过签订一份换届纪律承诺书、组织一场警示
教育、公开一个监督热线等方式，进一步严肃村
社换届纪律，让大家时刻绷紧纪律之弦，自觉遵
守换届纪律。截至7月30日，全市25个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完成纪律提醒谈话工作，共
谈话500人，签订纪律承诺书500份。

市换届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进一
步挺纪在前，严格落实“十严禁”“十不准”等换
届纪律，保持对拉票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的高度
警觉和“零容忍”，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发
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确保换届风清气
正。

规范村社换届
先作提醒谈话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小双

7月29日，走进市区晨曦路小学
一期建设工程工地，原来的砂石路已
被一条宽敞的水泥路所代替，原先简
陋的围挡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规范
化的围挡。近期，交警部门通过常态
管理和集中查处，强化了路面管理和
停车管理。这是乐清市提升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的两个缩影。

自7月10日市政府举办“‘请你
来批评’聚焦城市精细化管理”活动
后，市住建局、市交警大队坚持问题
导向，紧盯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多
措并举，分别整治建筑工地、加大对
交通行为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晨曦路小学一期建设工程，有代
表在市里精细化管理‘请你来批评’
活动上提出问题后，我们立即要求相
关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在规定时限

内，落实施工区域设置围挡、外脚手
架搭设密目网、渣土物料覆盖、道路
硬化、出入车辆冲洗、现场洒水喷淋
等‘六个100%’措施，并提高了对
标准化工地建设的认识。”市住建局一
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在日常巡查
过程中，重点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
项工程、场区扬尘防治工作及标化工
地进行全面的排查治理。上半年累计
开展日常文明安全施工巡查961次，
出具整改通知书420份（含停工整改
通知书 26 份），排查隐患1150余条。
共验收乐清市级文明标化工地66个，
通过温州市级安全文明标化工地节点
验收9个。累计查处违反文明施工、
安全施工相关规定的案件11起，较
2019年同期有大幅度增长。

复工复产以来，交警部门通过常
态和集中查处，重点加大对电动车违

法行为和行人闯红灯等的查处力度，
截至7月 29日，全市查处电动车违
法行为6.3万余例，其中未佩戴安全
头盔3.9万例，非法加装雨篷近1万
例。尤其是7月份，市交警大队特别
开展了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集
中整治月”行动，已查处电动车违法
超 1 万例，同比大幅上升 11.97%；
查处行人违法 900 余例，同比上升
7.39%。目前，路口行人守法率根据
随机抽检已达100%，路口电动车守
法率接近温州全市平均水平，整治效
果初显。

前天，郑先生的小汽车在清远路
因不按规定临时停车被抓拍，他认为
现在路面管理越来越严了，虽受罚也
理解。这是乐清市交警大队以“铁警
清风”交通秩序常态严管行动为主载
体，现场查处机动车违停的一个普通
小镜头。7月1日以来，我市交警现场

查处机动车违停2.4万例，集中清理
非法占用停车泊位69处，累计向社会
集中曝光20批次计136辆机动车的交
通违法行为。

据了解，市区累计公共停车泊位
约1.5万个，而市区机动车保有量近
7万辆，“停车难、停车乱”一直是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大痛点。交警部
门对车辆停放实行常态化严管，通过
科学勤务，整合有限警力补充到“一
线”，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对
市区的交通乱点、堵点等重点路段派
出警力进行驻点管理，并向社会购买
服务，聘请30名特保补充力量；同
时结合道路通行能力和周边实际停车
需求，努力挖掘路内停车资源，在不
影响通行的前提下“应划尽划”增加
停车泊位，并强化对非法占用停车泊
位行为的整治，提高停车泊位的周转
率。

整治建筑工地 强化交通管理
“一静一动”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 郑望
喜 通讯员 王秀茹）“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乐
清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发扬拥军拥属的光荣传
统，联合各方资源组成慰问团，对驻乐部队以及
退役军人开展拥军慰问活动。

昨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来到某驻
乐部队，为官兵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并送上
夏日生活物资以及消暑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国防
事业和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的贡献，提前
祝贺他们建军节快乐。在营地，慰问团还与官兵
们深入交流座谈，大家畅所欲言，同说军民共建
话题、共叙军民鱼水情谊。

同时，该局工作人员还走访慰问了部分退役
军人，为退伍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退伍军人送
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并向他们提前送上节日祝福
及慰问品。

7月29日，乐清市安徽商会、乐清市湖南商
会、乐清市贵州商会等联合开展“八一”建军节
慰问活动，向黄华女子海防哨所全体哨员送上慰
问品、慰问金。一行人参观了哨所的军械室、学
习室、瞭望台、寝室和食堂，向“不爱红装爱武
装”的女哨员们表示敬意，对她们多年来在应急
救援、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黄华女子海防哨所建于上世纪50年代，2000
年6月哨所男哨员统一改编为女哨员。哨所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战备值执任务繁重。

连日来，乐清各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
站和社会各界纷纷开展拥军慰问活动，通过走访
慰问、组织退役军人群体开展座谈会等形式庆祝
建军节。

各界慰问子弟兵

7月28日，乐清友义骨伤医院联合旭阳社区
壹家亲社会工作室，为两参人员和优抚对象进行
免费健康体检，共为15名老兵做了免费CT检
查。 通讯员 李建萍 摄

千名“城市美容师”
昨日收到首批爱心伞
你戴起来真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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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海燕 通讯员 赵志斌）“万泽河边
堆积垃圾，影响过往行人，希望尽快
清理。”近日，天成街道万泽社区专职
网格员奚金仙发现群众反映后，通过
手机上的“基层治理APP”发布了这
一情况，通过基层治理的综治工作、
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这

“四个平台”，被派单到街道治水办。
第二天，路面得到了清理。

这是天成街道实现“四个平台”
惠及民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
一个缩影。该街道组建由网格长、网
格指导员、专职网格员、兼职网格员
组成的“1+1+1+X”多元网格队伍，

充分压实了职能站所入格员责任。网
格队伍通过基层治理APP报送信息，
再通过镇街综合信息指挥室分门别类
及时分派给“四个平台”对应的职能
站所，进行统一督办反馈。

“四个平台”能快速解决群众难题
诉求，一键就能唤来相关部门介入。
如群众反映窨井盖破损，通过“四个
平台”流转交办到环卫所，环卫所组
织人员修复；发现一大型广告牌摇摇
欲坠，流转交办到执法中队，执法中队
组织人员拆除；网格员巡防发现餐馆人
员无健康证存在食品安全隐患，通过信
息流转办理的同时，平台还可直接联系
市场监管所入格员进行督促整改。

今年以来，网格员通过“基层治理
APP”采集上报各类隐患纠纷602件，
经“四个平台”分流交办至相关职能部
门后，所有事件均得到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全街道9个村社共自建
视频监控584路，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
控覆盖率达100%，和天成街道综合指
挥所相得益彰，实现社会治安防控网络
互联互通、覆盖城乡和实时处置。

近年来，天成街道运用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
上持续用力、激发活力、提升能力，
将安全隐患及时消除，实现“平安不
出事”“矛盾不上交”，为街道经济社
会提质转型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社会

环境。
万桥管委会成立后，则展现万桥

一村、万桥二村、万桥三村抱团自治
成效。管委会做到对各类风险隐患和
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化解、早处置，
村庄平稳，村民安心。三个村文明乡
风蔚然成风，近年来筹资超千万元搞
建设，建图书馆、万桥文化公园，共
建共治共享格局稳固。

一个个和谐美丽的村庄，一张张
发自内心的笑脸，一个个平稳的数字
见证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发展。
2019年以来，天成街道刑事与治安警
情同比下降25.7%，群众安全满意度
显著提升。

天成持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四个平台”一键解决群众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