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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学期之际，
为净化沙门镇文化市场，9
月 18日上午，沙门镇宣传
办联合镇综治办在辖区内
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检
查行动。

联合检查组分别对出
版物市场、校园周边各类
文化经营场所进行深入细
致检查，看中小学校园周
边的文具店、书店是否售
卖非法出版物、“三无”文
化产品、盗版书本等，看
网吧内是否悬挂禁烟标
志、消防安全设施是否齐
全规范、是否接纳未成年
人进入、是否存在涉黄网

站等违规经营行为，看出
版物市场有无各类政治性
非法出版物、非法宗教类
出版物、封建迷信书刊、
盗版书刊等。检查中，工
作人员还向经营者宣传有
关“扫黄打非”相关法律
法规知识。

通 过 此 次 “ 扫 黄 打
非”专项检查行动，有效
遏制了非法违禁出版物及
有害信息的传播，进一步
规范沙门辖区内文化市场
经营秩序和文化市场环
境，以营造一个文明、健
康、祥和的社会文化环境。

（吴林倍 文/摄）

沙门

扫黄打非净化文化市场

本报讯 “检查下这家的
管道接口”“这边土需要压严
实点”……日前，在干江镇
垟岭小区，可以看到这里的
雨污水管网铺设已完成，挖
掘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推土
作业，工人们则紧锣密鼓地
对管道进行最后检查以及开
展道路硬化修复。

“以前，洗衣废水通过雨
水管直接流入河道，很容易
造成河水富营养化。”小区住
户朱先生说道，“现在雨污分
流虽然过程麻烦点，但可以
方便我们以后的生活。”

据悉，今年干江镇率先
在垟岭小区、白马岙小区、学
苑小区等 11个生活小区推进

“零直排”达标试点工作，工
程改造面积达 0.75 平方公
里，受益户数2012户约7800
人，工程将于10月底竣工。

“未来几年，‘污水零直
排’仍是干江治水关键词。”
干江镇治水办主任罗友明说
道，“我们将继续从源头治

理、长效管理、技术创新上
探索治水利器，走出一条干
江‘智慧治水’的新道路。”

（王萍晓 文/摄）

干江生活小区“零直排”达标下月底竣工2000多户群众将受益
本报讯 近日晚间，龙

溪中心小学操场上，红旗
飘扬，红歌嘹亮，新玉环
人中秋月圆红歌赛正在这
里举行，近 1000名新玉环
人分享着家乡月饼，演唱
经典红歌，喜庆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为丰富新玉环人中秋
国庆双节文化生活，龙溪
镇蕲春党建工作站充分调
动“远教大篷车”新玉环
人歌友的积极性，联合新
玉环人个体企业举办红歌
赛，亮出草根歌手的金嗓
子，用乡音乡情唱出爱
家、爱党、爱国的红歌，
赞颂祖国，赞颂美好新时
代。

红歌赛在新龙溪人姐
妹们的《今夜舞起来》开
场舞中拉开帷幕，随后

《青藏高原》《江山无限》
《拉萨雨夜》等一首首经典
歌曲，在身边草根歌手的
倾情演唱下，显得格外亲
切动听。黄梅戏对唱《夫
妻双双把家还》《湖北打
鼓》 等家乡风味的曲子，
更是让全场人欢呼雀跃。
比赛时穿插有奖互动问
答，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不仅让新玉环人重温了爱
党、爱国、爱家乡、平安
等知识，还意外获得了家
乡月饼的奖励。

经过近 2 个小时的角
逐，娘家贵州、婆家湖北
的颜艳梅获得一等奖。“既
亮出了嗓子歌颂祖国，又
尝到了家乡月饼解乡愁，
太高兴了！”颜艳梅意犹未
尽地说。

（詹智）

龙溪

新玉环人唱红歌颂祖国
本报讯 9月 18日下午，由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协调联络处副处长汪强带队的全国“扫黄打非”
检查组一行来到芦浦镇，督查“扫黄打非”进基层工
作。

在西塘村、井头村这两个“扫黄打非”进基层创
建点，检查组一行查看“扫黄打非”宣传展板、工作
站挂牌、制度上墙、台账建立等，听取了“扫黄打
非”进基层建设及相关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同时，还
与网格员交流了解“扫黄打非”巡查、宣传等工作落
实，又来到镇综治中心查看“四个平台”运转情况。

检查组指出，芦浦镇“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
创建工作领导重视程度高、综治平台建设有成果、宣
传引导氛围浓。下阶段，芦浦镇还要推进基层规范化
标准化建设，强化任务、成效、问题三个导向，将

“扫黄打非”进基层与综治、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建设、
新时代文明实践等活动相结合，打造特色亮点，继续
把“扫黄打非”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

据了解，近年来，芦浦镇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到哪
里，“扫黄打非”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工作理念，依托

“四个平台”乡镇基层治理体系，实施“1234”工作
法，通过开展“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建设，实现
人员下沉、监管下沉、宣教下沉，打通“扫黄打非”
工作“最后一公里”。 （林青青）

全国“扫黄打非”办
来芦浦督查

本报讯 “你好，同善
塘河两岸是禁止钓鱼的，
河边宣传牌上有公告贴着
呢。”日前，清港镇组织工
作人员沿同善塘河进行巡
逻，对钓鱼、游泳、乱倒
垃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阻制止。

据悉，之前同善塘河
边钓鱼现象普遍存在，不
仅造成河岸边绿化被踩踏
破坏严重，也降低了鱼类
对水质的净化作用。为加
强河道监管保护，改善水
环境质量，提高河道两岸

群众的防溺水安全意识，
上阶段清港镇组织巡河
队，联合派出所、行政执
法等人员，对同善塘河两
岸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并
针对钓鱼现象作收缴渔具
处理。

由 于 巡 河 队 管 理 严
格，成效显著。截至目前，
已收缴各类钓鱼工具100多
件，钓鱼人数明显下降，沿
河未发现有排污、倾倒垃圾
等现象。国庆期间，巡河队
将继续落实巡河常态化，助
力创建美丽河湖。（郑钦心）

清港

巡逻同善塘河
创建美丽河湖

一直以来，坎门街道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以治污堵源为先，筑牢“河畅
水清”防护墙，以生态改善为要，
书写“岸绿景美”新画卷，以常态
长效为重，构建“管护高效”大格
局，努力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管护高效”的美丽河湖。

签“四方合同”治污堵源
实施全域雨污分流改造
9月17日上午，在坎门街道兴潭

西街，街道“五水共治”办、文教
卫办工作人员和市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坎门中队队员以及浙江中尚新能
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挨家挨户与
沿街商铺签订关于隔油池清理的

“四方合同”。
“所谓‘四方合同’，就是指浙江

中尚新能源有限公司、餐饮经营户、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坎门中队和坎门街
道的四方签订协议，其中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坎门中队和坎门街道起监管作
用。”市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坎门中队
指导员吴礼锋介绍道，这样的运维体
系将可避免“六小”行业产生的废油
污及预处理未达标污水流入市政管
道，影响管道正常运行。

“以前免费的清理公司很长一段
时间才来一趟，有时候隔油池堵了
我还要专门找清理车来清理，一趟
就要 300 元，现在一个月也才 300
元，一星期至少来清理一次，隔油池
就不会堵住了，我觉得很划算。”兴
潭西街一家川菜馆老板指着门口隔油
清理现场告诉记者，而且签订“四方
合同”后，如果对清理公司的清理不
满意，可以直接找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坎门中队和坎门街道投诉，这让他觉
得很安心（见上图）。

“保证隔油池的有效使用是治污
堵源的举措之一。”坎门街道“五水
共治”办负责人耿传辉介绍道，除
此之外，坎门街道还强势开展沿河企
业拆违，持续推进河湖库塘清淤，采
用“人工围堰+泵吸式清淤+水上挖机
作业”等方式清淤疏浚，去除沉积在
水体底部的养分和污染物，消除潜在
性的内部污染源，并清理水体内的漂
浮物、垃圾等。

据统计，截至目前，坎门街道
已取缔非法排污企业 86家，累计拆
除违建 11万平方米；深化入河排污
口整治，通过封堵、沿河截污等方
式，清理整治排污口102个；大力推
进饮用水源地整治，通过关停、搬

迁、拆除等措施，完成双庙水库水
源地 60家工业企业整治，累计清淤
河道总长度 22410米，土方量 15万
立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坎门街道以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为抓手，全域
推进雨污分流改造，采取开挖、非
开挖、特殊疏通、原位固化法对破
损管道进行修复，并对居民立管混
流情况实施立管改造。

当天上午，在坎门街道水龙村
和双龙村的交界处还可以看到有挖
掘机正挥舞着大铁臂，而工人们则
紧张进行污水管网铺设施工 （见下
图）。该管道铺设所挖的坑深达 1.8
米左右，比普通的污水管网所需的
深度要深50多厘米。“因为水龙村地
势比较低，所以我们要挖得更深，
工程难度相对来说比较大，为此我
们还专门延伸了100多米的污水专管
去接入达到标高要求的主管网。”耿
传辉告诉记者，如今坎门已修复雨
污管网 12公里，建设城镇污水管网
72公里，雨水管网8公里，接下来坎
门街道将继续解决各村、社区交界
处存在的污水管网铺设的难题，打
通坎门污水管网建设的每一个“神
经末梢”。

跟着耿传辉的脚步，记者来到
东风小区，发现他对该小区房屋外
立面的雨污管道了如指掌。“东风小
区是我们雨污分流立管改造的试点
小区，这幢房子阳台是全包的，阳
台里放有洗衣机，我们就将原有的
一条雨污合流管改造成专用的污水
管，让富含磷的阳台废水进入附近
市政污水管网，另外新铺设一条雨
水管道，接入现有的雨水井；这幢
房子因为有遮挡，我们在改造时专
门将污水管道绕了一大圈……”

耿传辉告诉记者，坎门街道借鉴
东风小区立管改造的成功经验，已在
建城区范围内铺开立管改造，“做好
雨污分流，从源头上改善水环境。”

引中水“断头河”“活”了

建长效机制巩固治水成果
在东风小区和紫桂苑小区的中

间，有一条长 950米、宽 5—6米的
清澈见底河流，叫文旦河。两年
前，它还是一条惹人嫌的“断头
河”，河边临时占用情况严重，河道
被建筑垃圾填盖，再加上沿河企业
乱排现象严重，导致河道臭气熏
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为了让“断头河”重新“活”
过来，坎门街道联合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投资442万元，启用中水回用
生态补水工程，以“流畅、岸绿、
景美”为目标，铺设 6.8公里管道从

市污水处理中心每天引中水 1万吨，
将活水送进坎门各条“断头河”，实
现城市用水大循环，提高水资源利
用率。

“坎门辖区范围内共有6条河道，
其中文旦河、城坎河、交通河、双龙
河以及水龙河这5条‘断头河’都启
用了中水回用生态补水工程。”耿传
辉介绍道，这一工程增强了各水体的
流动性，提升了河水自净能力，有效
保障了河道水质持续达标。

同时，坎门街道以生态砌砖和
石头干砌的生态驳坎取代原先石头
浆砌方式，切实维护河湖自然形
态，并通过小鱼治水、种植水生植
物、安装喷淋曝气设备等措施，提
升河道自我修复能力。当前，已增
殖放流白鲢、花鲢等各类鱼苗 15.5
万尾，放养河蚌 1.8万只，安装曝气
装置110个。

“现在坎门整个水环境与过去相
比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耿传
辉的话语里带着些许骄傲。随着他
的引领，记者来到了双龙河河畔，
漫步于此，只见阳光洒在河面上闪
闪发光，一切显得安静惬意。

“双龙河其中这一段原来是一个
长达270多米的涵洞，附近居民企业
产生的污水直排到河里，导致河道
又脏又臭，但却因为涵洞太长难以
清理。”耿传辉告诉记者，去年初开

始，坎门街道借着“五水共治”东
风，将涵洞拆除，清理河道，引入
中水回用工程，提升河湖沿岸美
化，打造集自然生态、地域人文、
户外健身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廊道，
优化乡村人居生态环境。

截至目前，坎门街道已完成城
坎河、解放塘河、交通河、双龙河
沿河景观提升工程，贯通城坎河等
沿河绿道 2100米，建设亲水平台及
景观公园4处。

“真正建立起保护水环境的长效
机制才能切实巩固提升治水成果。”
耿传辉表示，为此，坎门街道制定
了《河长制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河长职责，划定履职红线，规范
考核问责，强化落实河长制，促进
治水常态化。目前，坎门共落实镇
村两级河长 15名，小微水体零距离
河长 57 名。今年累计巡河 354 次，
发现问题315个，问题处理率100%。

此外，坎门街道还将全域河道
保洁委托给专业保洁公司进行日常
清理，通过河道网格化巡查、河长
巡河反馈和实地督查等方式对日常
清理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与保
洁费用挂钩，确保实效。

坚决打赢打好碧水“保卫战”
坎门街道多措并举持续改善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