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周婷 实习生 王少杰
通讯员 金玲玲

本报讯 亚运脚步临近，亚
运氛围渐浓。瓜沥镇对标“美丽
乡村提速年”活动和“两路两侧
四边三化”行动要求，坚持问题
导向、狠抓整改落实，扎实推进
非法机动车停车场专项整治工
作，为亚运盛会举办夯实小城市
基础。

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及时
掌握相关信息是开展工作的基
础。年初，瓜沥镇提前谋划，组
织力量对机场、地铁站点及坎红
线周边等重点区域的非法机动
车停车场开展调查摸底，及时掌
握土地性质、实际经营人、停车
场位置、面积、所属行政村等相
关信息，建立详细的工作台账，
确保后期对照问题清单，逐一整
改销号。

宣传引导、抓好整改。4月
初以来，镇城管队员开展走访入
户，对前期登记在册的非法停车
场房东、经营户等进行一对一宣

传引导，同时发放整改通知书，
要求所涉单位（人员）自行清理
整改、全面搬（腾）空相关车辆和
物品，为后续工作开展营造了良
好的整治氛围。

集中整治、坚决取缔。5月
初，瓜沥镇组织力量对自行整改
不到位、不彻底的相关非法停车
场启动为期三月的集中整治行
动。截至目前，全镇累计出动人
员 200余人次，取缔停车场 20余
处，拆除乱搭乱建约 3000平方
米，整治成效显著。

拆后利用、落实长效。小城
环境的综合整治提升需要巩固
落实、长效管控。据悉，从今年8
月起，瓜沥镇将按照“宜绿则绿、
宜耕则耕、宜建则建”的原则，全
面盘活、用好拆后土地，确保已
销号问题不反弹、不回潮。同
时，加大全域排查力度，坚决对
新增非法停车场采取“零容忍”
的态度，进一步改善道路两侧面
貌，营造宜人宜居宜业的小城环
境。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刘青青

本报讯 近日，瓜沥镇分类
办为进一步优化垃圾分类监督
巡查管理机制，对现有专管员进
行优化整合，组建了一支“浙沥
在分类”专业巡检员队伍，创新
工作机制，强化管理考核，城乡
统筹，全力推进垃圾分类提质工
作。

变散为整
打出“三员”组合拳

5月 28日，镇分类办召开垃
圾分类专管员工作会议，宣布垃
圾分类片区化管理推进方案。
秉持村社主体与政府引导相结
合、片区管理与部门联动相结
合、传统监管与数字赋能相结合
的原则，组建“浙沥在分类”专业
巡检员队伍，并分为中片、东片、
西片三支分队。

与传统专管员工作模式不
同的是，这支队伍将会在今后的
垃圾分类工作中发挥“三员”作
用：开展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检
查，做好“巡检员”；配合村社入
户宣传，做好“宣传员”；专项行
动、临时保障、全面治理，做好

“指导员”。
除此之外，专业巡检员队伍

还将作为协管员与城管建立日
常联络机制，配合执法中队、村
社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发力，
逐步实现“村社主体突出，监督
巡查有力，数智赋能精治，全域
统筹联动”的管理目标。

集中学习
业务能力再升级

为提升“浙沥在分类”队伍
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更好适应

全面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需
要，6月 1日至 3日，对全体成员
围绕垃圾分类常识、考核细则、
村社检查方式、《浙江省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数智运用等方面
开展了为期三天的集中培训，并
在培训结束后安排了垃圾分类
知识测试。专管员纷纷表示通
过这次的培训，学到了很多知
识，也发现了平时工作中存在的
不足，收获很大。相信通过此次
培训，这支队伍在今后的垃圾分
类工作中将会更具战斗力和凝
聚力。

一鼓作气
专项行动趁势推

培训结束后，镇分类办立刻
召集三个片区负责人召开会议，
针对片区长带班制、错时上下班
制、线上线下考核制等创新工作
模式结合三个片区实际情况做
了相应的细化和明确。

接下来，镇分类办将以“补
短板、促提升”为目标开展垃圾
分类专项行动。一方面开展好
清零专项行动。全面摸底排查
辖区内新交付未上报的小区并
做好宣传工作，为后期分类设施
覆盖以及垃圾分类工作的正常
开展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开展
好提升专项行动。对于辖区内
一直以来存在垃圾包乱扔、垃圾
桶破损脏污、定时定点点位撤桶
不及时或提前放桶等难点问题，

“浙沥在分类”专业巡检员队伍
将联合执法、保洁、物业、社区条
线等各方力量，同时依托城市大
脑数字驾驶舱，将数智建设运用
与垃圾分类相结合开展全面整
治提升工作。

瓜沥扎实推进
非法机动车停车场专项整治工作

瓜沥组建“浙沥在分类”专业巡检员队伍

全力推进垃圾分类提质增效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曹锟

本报讯 6月 9日，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SFSZ11-240000kVA/
220kV主变顺利出厂，标志着钱江电气在大容
量变压器研发制造上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
对钱江电气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SFSZ11-240000kVA/220kV为内置电抗器
高阻抗变压器，总装后整机超260吨，是钱江电
气生产的220kV级最大容量主变产品。具有高
抗短路能力、低局放、低温升、低损耗等特点。

据悉，杭州钱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是浙江省最大的变
压器生产企业。曾先后荣获“全国变压器行业
十强企业”“中国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奖”“浙江省
质量管理奖”“杭州市政府质量奖”等。所销产
品覆盖全国各省市及出口全球 7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超过26个。

“接下去，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研发创新，不
断做精做强主业，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姿态
乘势而上、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
作为。”企业负责人表示。

钱江电气大容量变压器研发制造迈上新台阶

图为低田畈村美丽乡村荷塘。 摄影 沈雷

美丽乡村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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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如见。那日匆匆离家无暇告别不
胜凄惶，连日彷徨时刻萦怀，不知病体可
安，到现在我才明白了你的诸多顾虑，才真
正体味到了身不由己和一日三秋，望安心
静养，勿多思虑，士生此心早属莲妹，何愁
楚汉无渡，务为我珍重，别忘了东山坞山坡
上的相约。

你的风草草

一封信！一封情书！是无意夹的还是
利用书夹带传递？收信的小草是谁？难道
就是她？儿子写的字做母亲的是认得的，
那就是写给她，东山坞相约，难道他们两个
还真的说不清？疑惑又被加深了，多日的
担心终于成了事实。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写情书？私
通？这两个冤家，真正是讨债来了，这可如
何是好……，一向理智的邢太太恼怒了，立
即想到了镇上有的人家的一些风流丑闻，
怎么邢家也这样了？这可是天大的祸事，
传出去如何是好，拦不住如何是好，士生这
个小祖宗难道真要毁了自己，毁了这个家，
红颜女子难道真是祸水，他们竟要伤风败

俗了。
邢太太的心头燃起了怒火，骂士生、怨

莲贞，痛恨和责罚一起涌出。第一个想告
诉的是丈夫，于是赶紧站起身向外走去，可
是走了两步又停住了，知道爽直的丈夫是
断乎容不得家里出这样的事的，盛怒之下
他可是什么都会做的，说不定还会出人命，
得从长计议，这事不能让任何人晓得，于是
又慢慢地回到桌子旁坐下，重新再展开折
叠的纸。

幸好这信落在我这里，要不我们都
还被蒙在鼓里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
心。邢太太一边抱怨一边想着对策。如
今他们两人分处两地，一时还联络不上，
再不可以让他们有任何的接触了，要不
是三叔婆提议让这个小畜生去了城里，
两人整天在一起还不知如何呢？又暗暗
自责，在眼皮底下怎么就没有留意到呢，
虽说辈分不同到底都是青春年少，自己
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从两人逃难
回来一直忙着对付日佬催逼，总觉得四
妹为邢家出了力，任是怎么待她都是应
该的，还不如三叔婆看似老眼昏花却心

明似镜。又一次想到了三叔婆，觉得还
是要与叔婆商量商量，便暗暗打定主意：
要把这丑事捂住，不能让它发芽的，绝
不！但太太紧紧咬住了牙。

邢太太自己给三叔婆送“孟大茂”的糕
干来了。翠姑太太在院里忙着，虽说已经
降了一回霜，可院里的黄菊花还是挺旺的，
最有精神的一盆千头菊，花很小但很多，嫩
黄色的花苞和盛开的小花齐齐攒动，虽不
名贵，但很惹人喜爱，看得出主人的侍弄也
是挺上心的。邢太太在院里和翠姑太太见
礼，见面一向对老人尽孙媳妇礼数的。

“是老大家的吗？你可是难得有空闲，
进来吧！”屋里传出三叔婆的声音。

三叔婆在折叠锡箔元宝，戴着眼镜，做
得很认真：“坐下吧，我把这串缚好。”

“您忙，这孟大茂的糕干是椒盐的很
脆，两位老人家尝尝，要中吃，以后让阿寿
去再带些。”邢太太对三叔婆和随同进来的
翠姑太太说，把手里的一个大草纸包递给
翠姑，那包上还贴一张红色的标签，然后坐
下来相帮三叔婆叠起来。向来，三叔婆是
不用外头老太婆或者庵里的尼姑念的佛经

烧给先人的，一年到头都用自己吃素念经
叠的元宝烧。

“孟大茂的糕干可是远近都有名的，椒
盐的更入味。摊款的事也了了？唉，一关
又一关，真的难为你们，总算也可喘口气
了。”三叔婆边理锡箔边说，见大太太没有
了声响，便不解地抬起头摘下老花眼镜上
下打量，“你不舒服？头疼病又发了？家里
又有事？是田契抵押不成？”老人的目光中
透出疑虑和关切，几个短促的问句分别触
及了邢太太自身和家里不寻常的要点，跳
跃性的问题让人看出七十高龄老太太清晰
的思维。

“没有、不、不是……”平日伶俐爽气的
邢太太一时倒回答不上了，停下手里的活，
迟疑了一会叹了口气“什么也瞒不过您，
我、不，家里真的有事了，这回我是真的没
辙了。”边说边从怀里摸出那张纸条递给老
人“叔婆，您看。”

“什么东西？我看看。”三叔婆看后把
戴老花镜往鼻梁上一按，从眼镜框上沿直
愣愣地望着士生娘“你从哪里截得的？他
们？”老人立即想到了戏文里才子佳人的私

订终身。
听说了这纸条的来龙去脉，看着平日

再大的事也能应对的士生娘气恼的神情，
老人的心里已经明白了大半了：“还有哪个
晓得？他爹知晓？”

哦！还好！还好！当明白自己是第二
个看到纸条的人时，老人舒了口气，不紧不
慢地递过茶碗，还用干瘪的手按了按侄儿
媳妇的肩头，示意她定定神，有什么没经过
呢。

当听到士生娘懊悔没有自己没管好
家的时候，七叔婆便慢慢地开解劝慰，觉
得这种事历朝历代哪个深宅大院都有的，
这两人在一起时光长了又共度患难，自然
容易生些事端，更何况又都读些过话本什
么的，自然又多些闲情，怎么说也不能算
是当家人的不是，青春男女要生情，旁人
就是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困觉，也是管不
过来的。

可是，邢太太总觉得两人不是同一辈
的人，婶娘跟侄子，这种事说说都罪过的，
何况真有实情，亏平日还这般看重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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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朱亚芳
摄影 沈雷

本报讯 5月底，区农业农村局调研员
沈士标带领由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
区城市管理局、区妇联、区美丽办等相关
部门组成的验收组对信源村、沿塘村进行
美丽乡村整治村区级综合验收。

调研组一行通过现场踏看、检查台账、
听取综合汇报等环节，进一步了解了信源、
沿塘两村美丽乡村整治村创建过程，认为
两村在生态宜居、村庄面貌、全域整治、文
化传承等方面彰显了乡村特色，一致认可
信源、沿塘两村顺利通过美丽乡村整治村
区级综合验收。至此，瓜沥镇49个美丽乡
村整治村创建全面通过区级验收。

据了解，美丽乡村整治村创建工作自去
年6月启动以来，瓜沥镇专题开展“美‘沥’家
园·共迎亚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1239”专
项行动三年计划，全面做好“拆、改、清、保”
四篇文章，消灭“脏、乱、差”现象。截至目
前，49个整治村通过前期整治，共清理生产
生活垃圾、废旧杂物53112处，共73369吨；
清理村内沟渠1946条，共192134米；整治乱
搭乱建5414处，共156724平方米；整治乱贴
乱画18850处，共28262平方米；整治乱接乱
拉17967处，共364614米。

49个村通过美丽乡村整治村区级验收

■记者 周婷 实习生 王少杰

本报讯 6月8日，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党
组副书记孙景淼一行走进瓜沥专题调研“共
同富裕”、未来社区创建工作。杭州市委副书
记、萧山区委书记佟桂莉，杭州市政协副主席
冯仁强，萧山区政协主席洪松法等陪同。省
市区政协、省建设厅、省民政厅等相关负责
人，瓜沥镇领导朱国军、沈旭霞等参加。

孙景淼一行先后来到七彩未来社区、航

民村。在七彩未来社区，调研组实地踏看了
交通出行中心、运动健康中心、邻里共享中心、
文化教育中心、创业创新中心、公共服务中心、
智慧治理中心等功能场景，了解其规划、建设、
运营、多跨数字化场景赋能工作，以及居民公
益、文化、教育培训等活动开展情况。

在航民村，调研组一行参观了航民村史
馆，了解航民村、航民集团的发展历程；实地考
察了航民百泰黄金产业园，了解企业产品制
作、销售、园区发展运营情况；参观了航民文化

中心，察看了文化中心基础设施配套；车览了
航民新农村村容村貌，切身感受“共同富裕”在
航民村的生动实践。一直以来，航民村坚持壮
大集体经济，率先在全省探索出了村级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的“航民样本”，书写了“创业创新、
共享共富”的时代答卷，不断实现着父老乡亲
们的一个又一个梦想。如今的航民，全村没有
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成了一个“充分就
业+按劳、按资分配+社会福利”的和谐美丽新
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化为了现实。

■记者 周婷 实习生 王少杰
通讯员 丁春华

本报讯 美丽乡村三分靠建，七分靠管。
为进一步巩固美丽乡村整治村、提升村建设
成效、落实长效管理工作，6月9日，瓜沥镇专
题召开美丽乡村长效管理工作推进会，要求
全镇上下围绕“美‘沥’十条”的标准，以长效
管理组织化、环境整治标准化、秩序管控规范
化、监督检查常态化的“四化”为抓手，把美丽
建设的责任扛在肩上、握在手中，实现美丽乡
村庭院美、道路美、河渠美、田园美、空间美的

“五美”目标，让“美丽盆景”变成美丽风景。
镇领导朱国军、吕意、俞向尉、卢建和，各联片
领导，75个村社书记和联村组长参加。

透过“美‘沥’十条”，记者发现瓜沥镇对下
阶段长效管理工作提出了全面细致的要求。

要定人定责定岗。村社要建立长效管理
组织，分片包干管理区域，建立“专业队伍+
村民参与”长效管理队伍，形成党员干部带
头、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要庭院内外洁美。通过每季度开展“清
洁庭院”评比，引导村民自行负责庭院内外清
理，做好庭院环境卫生的“门前三包”。

要日常保洁道路。继续实施“村道路长

制”，做到每日一巡查，确保路面整洁平整、两
侧无垃圾、路肩培土齐整、路灯使用正常。

要水域治理有效。保持河面、池塘、沟渠
等水域干净，岸坡无损坏，绿化无枯死，污水
管道通畅，窨井完好，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

要管理农田精细。结合“非粮化”整治要
求，落实农田经营者的管理责任，确保农田及
其周边道路美观。

要村庄面貌提升。定期集中开展非法小
广告、牛皮癣清理活动和杆线序化整治。

要村社秩序管控提升。村社根据本村村
规民约，全面加强村社日常社会秩序管控，倡
导良好村风民风，严控各类不文明现象。

要公共服务设施管护。保持村社服务中
心、老年活动室、沥·MALL、公园、公共厕所
等场所点位设施可用、整洁有序。

要垃圾分类专项管理。实施定时定点收
集、日产日清，保证村级集置点规范有序、环
卫设施整洁有序和使用正常，同时强化垃圾
分类宣传指导，规范垃圾分类投放。

要强化监督检查工作。建立区、镇、第三方单
位和市民群众“四位一体”的美丽乡村长效管理监
督方式，开展每月、每季度监督检查工作，并挂钩村
社年度、季度考核。同时结合数字赋能，利用“沥家
园”服务端，鼓励市民共同参与，形成上下互动。

瓜沥镇主要负责人表示：美丽乡村整治
包含了镇村两级干部的全部心血。美丽乡村
创建工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下阶段，全镇
将把美丽乡村建设放在筹备亚运的背景下、
放在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中、放在村社干
部履职的初心上，用足“绣花”功夫抓管理，扎
实推进环境长效管理，不断提升市容环境秩
序，使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据悉，自去年6月全区开展美丽乡村整治村
创建工作以来，瓜沥全镇借势“美‘沥’家园·共迎
亚运”人居环境整治提升“1239”专项行动，围绕

“三清三整三提”工作要求，按照“以户为点、以路
为线、点线结合、全域推进”的整治方针,以“标准
户”创建为起点，结合村道路长制，定人、定责、定
标准，强势高效推进全域环境整治提升，实现了
村庄绿化、道路硬化、房屋美化、水源净化……
使得农村居住环境持续改善、农民幸福指数不
断提高。整治中，全镇累计清理生产生活垃圾、
废旧杂物53112处，共73369吨；清理村内沟渠
1946处，共192134米；整治乱搭乱建5414处，共
156724平方米；整治乱贴乱画 18850处，共
28262 平方米；整治乱接乱拉 17967 处，共
364614米。累计拆除违建3916处，面积达58.3
万平方米，拆除棚厕800余只。新建美丽村道达
35公里。新建停车场141处，新增车位1986个。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邵福勤

本报讯 6月9日，瓜沥镇召开“平安护航
建党百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暨全镇安
全生产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今年以来安全生
产工作、分析安全生产形势和存在问题，并专
题部署下阶段工作。镇安委会全体成员、75
个行政村（社区）书记、126家镇重点企业负
责人参加会议。

随着建党百年华诞的到来和亚运会的日
益临近，安全生产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重大
事件临近，平安怎么保？企业利润薄，安全生

产投入怎么办？招工这么难，员工安全培训
如何抓？生产经营场地已经出租，管理怎么
办？企业要高质量发展，安全意味着什
么？……”会上，镇党委书记朱国军掷地有
声，要求辖区内村社和生产经营单位带着问
题自查自纠，进而做到守底线，谋发展；勇于
查、敢于罚；捋规范、建机制，切实确保利员
工、利社会、利行业、利家庭、利自己，全力提
升瓜沥企业安全管理水平，为建党百年提供
强有力的环境保障。

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始于未然。就下步
安全生产工作如何推进，瓜沥镇要求，全镇上

下要认清形势如履薄冰，知行合一狠抓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职责。具体做到：强化主体责
任。全镇广大生产经营单位要主动担起安全
生产的主体责任，镇、村两级要扎实履行好安
全生产的监管主体责任；要强化主动意识。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更加主动有效
地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状态之中；要强化主导行为。运用多种方
式和各类活动载体，在全镇上下营造浓厚氛
围，树立起新的安全观，切实提高全镇的安全
生产意识，同心同向密织安全网，守护一方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周婷 通讯员 沈周怡

本报讯 6月 8日，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
长、中国武术协会主席张秋平，国际武联武术
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副局
长陈国荣，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交流中心副主
任张玉萍，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武术
协会主席、原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期华等
一行走进瓜沥文体中心，考察亚运场馆建设

情况。镇领导朱敏陪同。
张秋平一行实地踏看了瓜沥文体中心主馆

和副馆，并对内部设施和周边配套进行了详细
了解。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后，张秋平一行对
瓜沥扎实推进亚运场馆建设、厚植武术氛围的
积极做法表示肯定，并希望瓜沥能围绕筹备亚
运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引领习武风尚，扩大武术
运动在市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习武健身成为
小城市文化的新时尚，成为城市生活的新动能。

据悉，作为2022年亚运会卡巴迪和武术两
个项目的比赛承办地，瓜沥镇已组建87支武术
队，吸纳武术协会会员2800余人。瓜沥镇也于去
年被正式授予“中华武术特色小镇”和“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研究院湘湖讲武学堂训练基地”。与此
同时，瓜沥文体中心作为亚运场馆，正在紧锣密鼓
地推进场馆改造提升、场馆运营团队组建等各项
工作，旨在围绕城市功能定位，建设高标准的文体
中心，为承办国际国内赛事打下良好基础。

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孙景淼一行到瓜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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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长效管理 瓜沥“美‘沥’十条”上线

平安护航建党百年

瓜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