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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明天
多云到阴，局部有时有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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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琼洁）日前，浙江省城乡环境整治
工作领导小组美丽宜居村镇示范办公
室、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了
2021年度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及
传统村落风貌保护提升和村庄设计与
农房设计落地试点名单。其中，我市
岭底乡泽基村、淡溪镇黄塘村2个村

入选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名单，
淡溪镇黄塘村黄塘自然村入选开展风
貌保护提升工作传统村落名单。

泽基村素有乐清市“井冈山”之
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浙南
地区的革命根据地，红色资源丰富，
景色优美。近年来，该村紧紧围绕

“红色岭底、绿动岭底”的目标要

求，打造梯田观光，发展红色旅游产
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致
富。黄塘村围绕做好美丽乡村建设这
篇“大文章”，扎实推进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做好古民居保护，不断深化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把村庄建设
成生态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达、社
会文明进步的美丽乡村。目前，该村

实现村集体年收入220万余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4.4万多元。

下一步，泽基村和黄塘村将严格
按照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有关要求和
创建实施方案，及时完成列入2021年
度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村的建设
专项规划编制（村庄设计），确保创建
工作取得实效，三年内完成项目建设。

乐清2个村庄入围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创建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孟涛）记者
近日在乐清各乡镇（街道）采访时了解到，为更
好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乐清依托
496支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组织近万名队员，
以“六不拘 （不拘场地、不拘时间、不拘人数、
不拘对象、不拘语言、不拘形式）”的方式，扎
根基层一线，讲好全会精神，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热潮，在乐清大地上凝聚起奋斗“十四五”、奋进
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精彩，好。”昨日11时许，一场别开生面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传活动在翁垟街道滨
江华庭内上演。十余名河西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
队队员以温州非遗——“鱼灯舞”吸引了众多小
区住户乃至周边群众前来观看。鱼灯舞罢，河西
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队员引导往来的几十名群
众围成一圈，聆听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
讲。

“用鱼灯舞来引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
讲，还真是头一回。”宣讲结束后，滨江华庭住户
徐兰韶意犹未尽地感慨，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了，他自2017年从河西村搬入滨江华庭这一“电
梯房”后，漂亮的高楼、美丽的小区环境，让他
幸福感满满，这也是党和政府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所带来的。

河西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队员朱娟娟说，
“以前人们用鱼灯舞来祈求风调雨顺，安居乐业。
如今我们用鱼灯舞这样传统的形式，庆祝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走进基层，更应景，方式
也更新颖。”

与翁垟类似“快闪”的鱼灯舞配合宣讲活动不
同，乐成街道的南门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队员陈
姿则为南门社区居民提供了“上门宣讲”服务。昨日
14时许，陈姿走进云鲤路75岁的沈赛珍老人家中
时，沈赛珍正与外孙、外孙媳聊着报纸上的新闻。

“阿姨，今天我是作为南门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
队员来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正好你外
孙也一起听听。”陈姿说着拿出了几份《乐清日报》，
其上刊载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全文，与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闭幕以
来，乐清组织学习贯彻活动的报道。

陈姿为沈赛珍三人讲解了《建议》的相关内
容后，与其聊起了家常。“现在生活真是太好了，
与我年轻的时候，是千百倍的变化。”沈赛珍老人
笑着说，过去常说万元户，而今她与老伴一个月
的企业退休工资就近万元，“一个月就成了万元
户”，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14时30分许，陈姿又敲开了住在晨沐花苑75
岁顾振友老人的家门，为老人宣讲了乐清市委召
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的相关内容。

“我们初期的宣传将以老年人为主，因为这一
群体上网的较少，信息较为闭塞，亟需我们帮助
他们一起了解政策，关注政策为生活带来的改
变。”陈姿说，接下来，他们十余名队员将一起走
村入户，为社区居民带去全会精神宣讲。

乐清新时代文化礼堂先锋队

扎根基层一线
讲好全会精神

推进八大专项行动推进八大专项行动
成就山海美丽乐清成就山海美丽乐清

乐清市“全域美”办（宣）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甜甜

小区里，工人们忙着挖沟、铺管、
砌井；居民楼里，工人们则在楼梯间墙
面刮腻子、刷油漆……这是日前乐清
日报全媒体记者在乐成街道双雁小区
和城南街道丹霞花苑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现场看到的画面。

老旧小区改造是我市重点民生项
目，也是市委、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惠
民实事之一。为解决老旧小区存在的
问题，今年乐清启动了老旧小区改造
工程，对乐成街道的东浦二区、双雁小
区及城南街道的丹霞花苑、旭阳小区
进行改造，项目总投资8459万元，涉及
50幢1407户，总建筑面积20.83万平
方米，改造内容涉及老旧小区建筑改
造、道路交通、管网系统、绿化景观提
升、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升
改造，有效改善老旧小区居民居住环
境，提升城市环境形象。9月底，这四个
小区的改造工程相继启动，这段时间，
老旧小区改造如火如荼，居民们的生
活环境正悄然发生变化。

昨日，记者来到旭阳小区。小区
内，不少居民楼外墙搭起了脚架，工人
们正忙着对外立面进行改造，地面上，
工人们则在进行污水管网改造等工
作。在23号楼前，记者看到这座楼原本
斑驳陈旧的外墙，新刷了米白色加皮
粉色的真石漆，变得焕然一新。走进楼
内，阴暗的楼梯间经过粉刷，变得亮堂
堂的，踢脚线、台阶上的破损部位也得
到了修补。“我们花了半个月左右时

间，对这栋楼进行了包括外立面改造、
楼梯内部刷新修补、管道入户等工
作。”现场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这栋楼已完成大部分改造内容，成为
小区居民更直观了解改造效果的“样
板房”。

改造老旧小区不仅要改外露的
“面子”，还带来惠民的“里子”。“老旧
小区改造，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变好了，

最大实惠是让我们家里通上了燃气管
道。”在该小区生活了十多年的23号楼
住户董老伯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
他们家用燃气瓶，按每月一瓶的消耗
量，一年费用至少要一千多元，用上天
然气后，每年费用只需几百元，大大节
省开支的同时，安全性也提高了不少。

老旧小区改造也成为了小区居民
们非常关注的话题。为确保小区改造

工作有序推进，这段时间，两个街道
实行了工作专班机制，将改造任务进
行阶段分解，强化责任落实，对改造小
区进行入户摸排和民意征询，积极动
员小区居民参与，通过先改带动后改、
推出样板楼等多措并举，协同推进项
目实施。据了解，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为
期三个月，目前这几个小区的工程进
展达50%左右，预计12月底完工。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清清）在全镇94个村社中挑选12
个标兵村进行亮点探索和打造、将奖
惩措施写入村规民约形成有效制约、
从源头投放到中转处理实行全流程监
管把控……近日，随着试点探索的逐
步成熟，柳市镇生活垃圾分类不再只
停留在引导层面，而是“动了真
格”。在昨日召开的柳市镇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推进大会上，该镇正式出台

“一约二制度三运行四督导”垃圾分
类试行政策体系。

据了解，“一约”是指各标兵村
需将垃圾分类有关措施写入村规民
约。“二制度”即兑换制度，各标兵
村每户拥有一个年度初始分数，全年
督导评估中实行分数倒扣，年末根据
最终得分可在村办公楼兑换油盐酱醋
等生活用品；“5+X”奖罚制度，启
用包干联户制、督导制、红黑榜、捆

绑制与通报制等5项基础制度，各标
兵村根据自身实际制定“X”项个性
化的工作制度。“三运行”指的是易
腐垃圾与其他垃圾定时分车投放运
行、可回收垃圾统一回收运行、垃圾
分类中转运行。“四督导”指的是
村、小区和企事业单位等内部督导，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队伍联村宣传
督导，镇总工会、团委、妇联以及镇
级两代表等联合暗访督导，以及镇班
子成员、市“两代表一委员”等层面
抽查督导，形成多途径、立体式的督
导模式。

政策的制定在于高标准，更在于
合乎镇情。今年，柳市镇主要负责人
多次带队前往安吉等地调研，学习先
进经验做法，并结合柳市特点因地制
宜谋划政策。“柳市产业发达、村
多、人口密集，外来人口众多。人多
了，管理难度自然大。”柳市镇有关

负责人说，面对人多难管的困境，该
镇巧用“典型树立”与“人海战
术”，化劣势为优势。对12个标兵先
行村给予评优倾斜与资金奖励，打开
工作推进的针对性与突破口；各村党
员干部作为户上的督导员还不够，更
发动了在社会上活跃度高的志愿者大
团队组建督导团，由此形成行之有效
的工作体系。

该镇黄华村率先实施该试行政
策。镇里为该村每户配置了样式美
观的二分类垃圾桶，用不锈钢架构
固定下来，在村口等地放置了大型
智能分类一体机。实施过程中，该
镇人员观察到，沿街店铺由于垃圾
产生量较少，价格较高的二分类垃
圾桶不必要且会造成资源浪费；另
一边，高层与联建房居住人员较
多，在“两撤”的基础上，要集中
设置四分类垃圾桶。该镇适时调整

策略，在严格落实定时分类投放运
行机制的基础上，对不同地点、不
同区域设置不同的分类垃圾桶，并
对分类垃圾桶的外观、材质、编号
等进行细致规范。

如今，柳市镇各标兵村、企事业
单位相关硬件设施打造已经完成，新
购置的一批小型分类专用车已到位，
垃圾分类政策实施在即；12支社区垃
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已组建（人员还在
扩大），全民共建宣传氛围浓厚；值
得一提的是，该镇还建立了“有呼必
收”的可回收垃圾集中处理体系，引
入专门企业对户上产生的可回收垃圾
进行上门收取。该镇有关负责人说，
我们还将把每个月的3日作为各村垃
圾分类的集中培训日，通过这一系列
的努力，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行为时
尚，让这件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小事
真正落实下来。

“一约二制度三运行四督导”

柳市垃圾分类有了“政策体系”

内外兼修提“颜值”
老旧小区改造如火如荼

双雁小区管道改造现场。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言勇 摄

今年入秋以来，温州地区久旱少雨。作为乐清
主要水源地的永嘉县楠溪江，因水位急剧下降，将
于11月20日起暂停向我市供水。为积极应对干旱
天气，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用水需求，将自11
月20日起启动应急供水措施，现就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一、部分地区实行分线隔日供水。目前，我市本
地水源水量较为充足，但受最大供水水厂—乐楠水厂
停产影响，乐成、柳白区域将实行分线隔日供水。

二、重点用水行业将采取停水、限水。应急供
水期间，按照“先生活、后生产，先节水、后调
水，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加强对水资源的统
一调度和管理，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水。游泳池、浴场
(桑拿）、洗车场等高耗水行业采取停止供水措施，酒
店服务、电镀、园林绿化等行业采取限制供水措施。

三、目前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启动
相关应急举措，将启用十八玍水库、仰根水库、福
溪水库等备用水源作为补充水源；同时加快推进在
建的东山水厂、白石泵站等一系列项目以改善供水

情况。
四、请广大市民做好错峰蓄水，并注意节约用

水，杜绝浪费。
五、在应急供水期间，部分片区会出现水压偏

低、水量偏小、水质发黄甚至停水现象，请广大市
民予以理解。

应急供水措施具体解除时间视旱情实际而定。
特此通知。

乐清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乐清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启动抗旱应急供水措施的通知
线路

乐成
线

柳白
线

区域

乐成街道、城东街
道、城南街道、盐盆
街道、翁垟街道、乐
清经济开发区

柳市镇、北白象镇、
磐石镇、白石街道

供水
时间

供水日
凌晨
3:00
至次日
凌晨
3:00

供水日

自 11 月 21 日起，
23 日、25 日、27
日、29日……以此
类推

自 11 月 20 日起，
22 日、24 日、26
日 、28 日 、30 日
……以此类推

300余人捐钱
还有人送婴儿用品

爱心接力点燃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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