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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头烘头滩林垃圾倾倒反弹严重

第一站来到岩头镇烘头村，该点位
此前多次反弹，堆放的建筑垃圾仅做推
平处理。记者看到，如今又死灰复燃，
大量的渣土、碎瓷砖等建筑垃圾，夹杂
着塑料袋、泡沫盒等生活垃圾堆成了小
山，侵占滩林与溪床，占据了该村后山
的泄洪道，也给水源土壤和周边环境造
成了较大的影响。路旁的山坡处也是
倾倒了大量白色垃圾。

正路过的当地村民告诉记者，这
些垃圾是近段时间倾倒起来的，都是建
房子留下的建筑垃圾为主，一般都是本
地村民倾倒。

珠岙小微园后山养殖场钻空档

第二站，记者来到瓯北街道珠岙小
微园的后山，此前该点位违建棚拆了又
搭，目前违建棚已全部拆除完毕，但是
场内还有很多用铁丝网围栏露天养殖
的鸡鸭，旁边水源污浊不堪。记者发现

瓯北街道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对鸡鸭进
行清运，对杂物和垃圾进行清理。“我们
以前整治好几次了，多次整治多次反
弹。”瓯北街道工作人员吴泽胜告诉记
者，他们也是当天巡查中发现该点位又
出现反弹，马上组织人员进行了整治，
一天内整改到位。此次将彻底整治，全
部清理干净，把通往山腰的道路挖断，
对山地进行复耕。

吴泽胜表示，因为该点偏僻，违建
成本低，养殖户钻空档、打游击，导致出
现多次反弹。接下来，他们将加强日常
监管，加大巡查执法力度，做到及时发
现及时处置。

桥下兰田庵河截污纳管工程将施工

紧接着，记者来到桥下镇兰田庵
河，此前我们曾报道该河周边居民污水
直排河道，水质受污染。记者再次回访
时看到，现场有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截污
纳管工程测量和放样以及问题排查。

“目前勘测下来有几个地方需要整改，

跟设计单位在协商。”现场施工人员应
剑鸣说，预计这几天施工人员和施工机
械都会安排进场，开始破除路面，争取
在一个月之内把这个项目完成。

同时，桥下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柳文杰表示，兰田庵河截污纳管
工程是光辉大道附属工程，因为光辉大
道工程的总体延后，该工程在11月才
进入招投标程序，12月份进入全面施工
状态。“对当地居民来说，该河道完成截
污纳管工程，就将改善他们居住的环
境。周边居民排放的污水统一纳入市
政管网，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环
境卫生就改变了。”

南城街道麻山脚下养殖场变屠宰场

随后，记者来到南城街道麻山脚
下，该区域多点已进行了栽种树木和打
造露天休闲广场。但是，在原本的养殖
区域又出现大量鸭子，如今变成了活禽
宰杀区，路旁牌子上写着本地老鸭现杀
现卖。正在屠宰的老板表示，因为年底

买鸡买鸭晒年货的市民比较多，他准备
下半年经营2个月。“在这里屠宰也就
几天，这些鸭子是在福建养殖的，我只
是运到这里屠宰售卖。”

记者看到，用木板搭建的宰杀场设
施简陋，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在地上，
门口围绕着许多市民前来购买。

记者从南城街道了解到，他们已经
了解到该情况，将在三天内整治到位。

峙口工业园区垃圾未及时清理

最后记者来到东城街道峙口工业
园区察看厂房周围的卫生是否已整改
到位，发现原本建筑垃圾遍地的空地上
正在进行燃气管道铺设，但旁边的垃圾
依旧没有及时清理。

针对《永嘉聚焦》栏目曝光的环境
脏乱差问题，希望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
杜绝敷衍了事、表面整改，要层层落实
责任，强化跟踪问效，严格考核问责，确
保整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记者 陈秋芬 葛璞瑞

本报讯 近日，市总工会发布了
2021年温州工匠名单，80名来自温州
各行业的优秀职工被授予“温州工匠”荣
誉称号，永嘉6人榜上有名，另有2人获
提名奖。

据悉，今年的选树工作，温州重点
关注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具有地方特
色的历史经典产业中，掌握高超技能、作
出突出贡献、竞赛成绩优秀的劳动者。
通过层层推荐，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的方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的
赵国华、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章剑云、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杨庆臣、东宝阀门有限公司的刘余、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的李成
强6人被授予“温州工匠”荣誉称号。温
州铂尔曼酒店的马骅和亚龙智能装备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陈丛2人获提名奖。
他们虽来自不同行业，却个个身怀绝技，
都是行业带头人。每一个人背后，都闪
耀着“匠心”的光芒。 记者 潘益风

本报讯 榕树是温州市树，随处可
见的榕树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勃勃生机，
司机驾驶货车不慎撞上村中有三百余
年树龄的老榕树，村民心目中的风水宝
树受破坏自然不肯。这不，村委会将货
车司机诉上了法庭。

2021年5月4日，浙江某物流有限
公司雇员翁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途
经永嘉县东城街道某村时，车身与树木
树枝发生剐蹭，造成树木树枝折断受损
的交通事故。翁某所驾驶半挂牵引车
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商业三者险
限额200万及不计免赔。

事故发生后，永嘉县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翁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因百年榕树承载着村中数代人的
深厚感情，事故引发了大量村民关注。

经村委会商议，要求翁某方赔偿30万
元。后双方协商未果，村委会将翁某及
就职的物流公司、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
诉至法院。

庭前，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永嘉县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县古树名木名录
的通知》，文件载明该榕树属于国家二
级古树，具有三百年的树龄。但据此不
能明确榕树因本次交通事故遭受的损
失，故法院委托了具备专业资质的某树
木价格评估事务所进行评估。

经现场勘察，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
意见书，确认该树木的断枝已不能恢
复，对古树名木的整体景观价值造成一
定影响，具体损失价值为125400元。

庭审中，被告保险公司提出，原告
村委会对涉案古树未尽到管理及安全
警示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经审理法院认为，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认定被告翁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未
有不妥，予以采信。翁某系被告浙江某
物流有限公司的雇员，事故发生时正在
执行工作任务，故侵权责任由被告浙江
某物流有限公司承担。涉案古树已经
存在300余年，并非临时设施，且该古
树高12米、冠幅20米，是非常醒目的存
在，驾驶员是能够预见、避开，无需原告
进行安全警示，且原告村民委员会在本
次事故中没有过错，故被告保险公司要
求原告承担相应责任的意见，没有法律
依据。

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造成损失也
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故被告某保险
公司应赔偿原告村民委员会全部损失
125400元。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
不承担鉴定费，故相应鉴定费、勘查费

16000元由被告浙江某物流有限公司
承担。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村委会
经济损失125400元，驾驶员所在的公
司赔偿鉴定费、勘查费16000元。

通讯员张艺铭 特约记者清溪

一个扶手一份关爱
让老年人居家安全更安心

本报讯 人上了年纪，腿脚难免不利索，老年人上
厕所蹲下去站不起来、洗澡时滑倒现象时有发生。针
对这一情况，12月6日，云岭乡社会工作站的社工和
志愿者为云岭乡有需求的高龄老人家里安装了卫生间
扶手、洗澡椅等，让老人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

上港村的潘计富，残疾，腿脚行动不便，平时在家
中都要扶着墙壁缓慢行走，生怕发生意外。他母亲也
眼睛看不见。上个月云岭乡社会工作站的志愿者入户
了解到潘计富的情况后，结合母子的实际需求，为老人
制定改造方案，为其在家中安装移动卫生间扶手、洗澡
椅等设备。

装好扶手后，潘计富就试了一下，他说腿脚不太
好，每天上卫生间都是个大问题，坐下就起不来，想要扶
一把，可两边都是墙。现在有了这扶手，以后上厕所、洗
澡就方便多了，扶手还能收起来，不占地儿，多好。

山村里一些高龄老人腿脚不利索，上厕所坐下去
起不来、洗澡时还有可能会滑倒。尤其是一些独居的
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更是需要这样的防滑扶手。南山
村的胡彩岳就是其中一位，腿脚不方便，在安装现场，
考虑到每家的情况不同，工作人员仔细询问，把防滑扶
手安装到老人最顺手、最舒适的位置。

云岭乡社会工作站工作人员说：“安装完防滑扶
手后，还将会定期对老人进行回访，一旦有维护和调节
需要，工作人员将随时上门，根据老人的身体变化和实
际需求提供跟踪服务。”

据悉，这次云岭乡社会工作站为中源村、南山村、
上港村等21户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上门安装了助力
扶手、防滑扶手和淋浴凳等辅助器具。

据了解，扶手、洗澡椅等是由浙江安福利生慈善
基金会赞助，主要为有需求的老人在浴室或卫生间等
位置免费安装辅助器具，减少滑倒、摔伤的几率，让更
多老人切身感受到关爱，提升生活品质。

记者 潘金花

曝光的整治点位是否又反弹？记者再次跟踪问效“回头看”

部分“反弹点”甚至成了“顽固点”

针对《永嘉聚焦》栏目前三季
度曝光问题，记者在8月底进行了
首次“回头看”，发现部分曝光点整
治后出现反弹。为了对整治反弹点
位进行跟踪报道，近日记者再次回
访，发现部分“反弹点”甚至成了“顽
固点”，仍未彻底整治。

永嘉6位“能工巧匠”荣登“温州工匠”榜

◆赵国华，男，1974 年出生，服装
艺术设计专业毕业，高级服装工艺师，
服装制版技师，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智能生产中心总监。专注于男装
文化体系、生产运营管理、服装智能制
造的研究与探索，主导起草《全毛衬西
服》《半毛衬西服》《服装定制通用技术
规范西服套、大衣》等行业、团体标
准。荣获永嘉工匠、永嘉县赵国华技
能大师工作室、温州市名师名家，温州
市服装行业专家，温州市重点创新团
队带头人，温州工匠等荣誉。

◆方伟，男，1984 年出生，报喜鸟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制版师，二级技
师。从事服装结构设计制版师工作以
来，独立完成平面结构工业样版的制
作3500 余套，市场销售量在20万件以
上，共创造经济价值数10亿元。目前

获得国家专利3项；曾荣获“全国服装
行业技术能手”、“温州市技术能手”、

“温州市职业技能带头人”“温州市第
七届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

◆章剑云，女，1986年出生，中共党
员，亚龙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师，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4
项，发表论文2篇，曾获永嘉县农村劳动
力素质培训工程工作先进个人。

◆杨庆臣，男，1977 年生，浙江奥
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组长，高级
鞋样设计师，《鞋产品开发与实务》教
材副主编、部队 07A 作训鞋投产工艺
负责人，研发的“孕妇鞋”为公司特色
立项产品。国家级科技创新项目三等
奖，省级科技成果7项。曾获“14年度
中国鞋都十大设计师”“17年度中国鞋
都优秀员工”“21年度温州工匠”。

◆刘余，男，1987年出生，东宝阀门
有限公司，高级技师，从事机械加工工
作十余年，2007年开始带徒弟，截止目
前带徒弟20余人，希望可以将自己所学
所知的技能，传授给他人，共同进步，共
同发展。曾获温州市《青年岗位能手》、
温州市职业技能带头人、温州市技术能
手、温州市首届《瓯越工匠》。

◆李成强，男，1978 年出生，温州
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技师，工
程师，曾获温州市《职业带头人》、温州
市第四届优秀职工《金锤奖》，入选浙
江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考评员；被评
为温州市机电行业专家；获得已授权
专利38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申报省
级工业新产品26项，其中国内领先水
平18项，国内先进水平8项；发表行业
论文5篇；牵头起草企业标准3项。

■新闻链接
一起来认识这6位“温州工匠”

村中百年老榕树被撞伤，法院判赔12万余元

◆遗失 永嘉县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机关工
会委员会、永嘉县南城街道总工会）开户许可证各一
份，证号：Z3334000187302、Z3334000140502，声明
作废。

飞来横祸！
渣土车后轮掉落砸中路边车

本报讯 近日，在333省道桥下镇西岙村路口，一
辆行驶中的渣土车突然后轮掉落，砸中停在路边院子
里的奥迪车，还“袭击”了一家民房的卷帘门，并波及一
辆五菱Mini车。

民警在现场看到，一辆停在小院里的黑色奥迪
Q5受到损伤，只见左后车门严重凹陷已达报废，在凹
陷区域还能明显看到轮胎印，地上和车内洒满碎玻璃，
左前翼子板也有部分凹陷。奥迪车前一户人家的卷帘
门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到该轮胎的“袭击”，左下角部位
已凹陷。在这辆奥迪车的右侧还停着两辆车，其中后
面的五菱Mini也因该事件受到轻微波及，前挡风玻璃
被某样东西砸出裂纹。

通过现场勘察和周边公共视频调取发现，该起事
故的罪魁祸首是一辆未拉货的渣土车。当晚，该辆渣
土车沿着333省道梅岙至桥下方向行驶，在途经西岙
村路口时，一个轮胎从渣土车左后方脱落，在对向车道
滚了十来米后向路边黑暗中滚了过去，期间还吓停了
对向的一辆小车。

事后通过勘察和相关技术手段找到了该辆渣土
车驾驶员，并对其开具了事故责任单，该驾驶员要对该
起事故负全部责任。

交警提醒，出车前要仔细巡视车辆四周的状况，
观察车底和车身周围是否有障碍物，检查车辆外观、轮
胎、号牌等各工作部件是否正常。 通讯员 陈富豪

刹车失灵险丧命
跳车及时真万幸

本报讯 近日，在北城街道阮家山路段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白色货车坠入路旁山坡，驾驶员幸亏跳
车及时未受伤。

永嘉公安局交警上塘中队民警接到报警赶到现场
时，事故现场货车坠入公路右侧山坡的草丛中，车身严
重变形。货车驾驶员已自行移动至路边安全地段，左
脚受伤肿起，臀部有轻微擦伤，未发现其它明显外伤。

据货车驾驶员描述：当时自己正在下坡，突然刹车
失灵，且方向盘被锁死，车辆撞上左侧的岩石后向后侧
山坡滑去，自己虽然有点头晕，但还是赶紧解开安全带
想跳车，在跳车时左脚在车窗处被刮了一下，所幸及时
跳出，不然自己就有生命危险了。

最终，民警在检查驾驶员无严重外伤后，对其进行
教育，车辆应当按时进行车检，以防意外发生。

交警提醒：车辆应当按时进行车检，以免意外发
生，造成危险。安全文明出行，切勿存在侥幸心理，漠
视出行安全。 通讯员 谢双 陈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