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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锋到枫林镇督查重点工程建设情况

聚焦重大项目前期
加速破解卡点瓶颈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快推
进重点工程建设，前天，根据
县人大常委会 2022 年工作计
划，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宝锋
到枫林镇督查杭温高铁永嘉
段和 41 省道南复线至杭温高
铁楠溪江站通道改建工程时
指出，要聚焦重大项目前期，
加速破解政策处理、要素保障
等卡点瓶颈，开工建设温州北
站及互通工程、楠溪江站等项
目，力争杭温高铁永嘉段基本
贯通。
胡宝锋一行首先来到枫
林镇实地查看杭温高铁永嘉
段工程进展情况，现场听取枫
林镇镇区城市设计、楠溪江站
站前交通组织规划、41 省道南
复线至杭温高铁楠溪江站通
道改建工程和杭温高铁建设
情况。在杭温高铁永嘉段和
北部通道工程专题会议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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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精神，严格按照省市部署
要求，分析问题、聚焦重点、明
确任务，加快推动多头多层执
法向集中统一执法转变，确保
实现“一支队伍管执法”全域
覆盖，打通基层执法“最后一
公里”。要正视问题，加快补
齐短板，推动事权真下放、推
动人员真下沉、推动“一支队
伍”真运转，加快构建县乡一
体、条 抓 块 统 的 基 层 治 理 体
系，确保“大综合一体化”改革
取得实效。要聚焦重点，加大
攻坚力度，通过把握节点任务
时 效、推 动 执 法 力 量 整 合 提
升、落实各项保障机制，加快
形成执法流程全闭环，防止多
头执法、重复执法，切实减轻
企业、群众和基层执法负担。
要落实责任，全力推动工作落
地，进一步强化组织协调、注
重总结提炼和坚持稳中求进，
加快厘清职责边界，积极构建
高 效 闭 环 ，加 快 形 成 权 责 统
一、权威高效的基层综合行政
执法体系，不断推动“大综合
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走深走
实、走在前列。
记者 周渊蓓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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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林空地何以成垃圾堆场？
镇村回应：及时清理各类垃圾，
寻找治标治本方法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热线 82912222 反映，碧莲镇黄岗村毗邻楠溪江的滩林空地上有
很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不但破坏了滩林优美环境，还给楠溪江水环境造成影响。对
此，
本报记者前往现场实地调查。

现场直击
前天上午，
记者走进碧莲镇黄岗村，
看到毗邻楠溪江一侧的道路上，大量建
筑垃圾占据了半幅路面，并向滩林延
伸。不远处的滩林里有一大片空地，堆
放了大量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以砖瓦、

根据标志牌显示，该空地为停车
场，如今却成了“垃圾场”。为何滩林里
会堆放大量垃圾？闻讯赶来的黄岗村
党支部书记王海泉表示，大部分建筑垃
圾确实为污水管网铺设工程产生。施
工单位要我们提供一个临时的建筑垃
圾堆场，但确实没其他地方，就让施工
单位将建筑垃圾暂时堆放在该区域，其

的渣土，说是下午过来清理掉，部分推
到滩林里平整。”刚好路过的村民告诉
记者，对于建筑垃圾一般都是推平填埋
处理，而其他的生活垃圾一般半个月清
理一次。

及时清理各类垃圾

中水泥块会进行第二次再利用，剩余零
碎的建筑垃圾等工程结束会运到指定
的地方进行处理。还有部分垃圾是村
民偷倒的，几年前就发现当地村民或附
近村居偷倒垃圾，但由于没有封闭管
理，
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据了解，黄岗村去年已经成功创建
2A 级景区村庄，良好的村庄环境和丰

政府回应
随后，记者来到碧莲镇，副镇长
何海钰告诉记者，原先就发现该区域
经常有偷倒垃圾，已经整治过多次，
但是反弹比较严重。“该空地规划做临
时停车场，准备将建筑垃圾废物再利
用作填方使用，将停车场面积扩大。”

滩林垃圾污染环境

砂石为主，
形成了一个个小土堆，
并伴有
一些大型废弃杂物。部分地面泛黑，是
被焚烧过的痕迹。还有村民在树木间用
篷布搭建养殖场，
现场气味难闻。
“这些是从村排污管工程里挖出来

村委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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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负责人汇报项目进展
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计
划；人大代表及与会人员就重
点项目建设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并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胡宝锋对杭温高铁永嘉
段的快速推进表示肯定，他指
出，要加快推进政策处理，第
一时间解决工程推进过程中
的难点、卡点问题。重点做好
楠溪江站站前交通组织规划
和 41 省道南复线至杭温高铁
楠溪江站通道改建工程，确保
取得快速进展。要积极主动
对接杭温代建指挥部等参建
方，加快推进温州北站、楠溪
江站站房施工进度，尽快进场
施工，确保施工零延误。要加
快推进温州北站配套项目建
设，确保与杭温高铁同步建成
投用。
记者 范海国 陈胜豪

我县召开“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工
作推进会

本 报 讯 昨 天 ，我 县 召 开
“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工作
推进会。县领导张贤孟、黄鹤
楼参加会议，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姚海主持会议。
会上，县委常委黄鹤楼就
深入推进“一支队伍管执法”
工作作具体部署，与会人员观
看 了《镇（街）一 支 队 伍 管 执
法》宣传短片，听取了“大综合
一体化”改革近期工作推进情
况及下步工作计划，巽宅、沙
头、乌牛、碧莲等乡镇（街道）
作交流发言，现场还举行了第
三批赋权镇（街）综合行政执
法队授牌仪式。
自全县“大综合一体化”
行政执法改革推进会以来，各
有关单位认真落实县委县政
府部署要求，主动作为，执法
权责体系更加优化、基层执法
力量进一步加强、执法方式方
法体系迭代创新、执法监管数
字应用加快构建，各项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
县委副书记张贤孟指出，
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大综合一体
化”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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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但作
为停车场的空地却迟迟未施工打造，成
了“垃圾场”。王海泉坦白说，因为资金
还有缺口，而且还有政策方面未最后落
实。
“ 因为这地方属于堤坝外，跟水利、
农业等部门还要再对接。这几天出现
不文明的现象，我们会及时处理掉，恢
复原生态的状态。
”

寻找治标治本方法

但是，该行为不符合 《楠溪江管理条
例》，碧莲镇及时督促村里进行整改清
理，并设立警示牌，禁止倾倒。接下
来将跟上级部门对接，尤其是农村建
筑垃圾的处置，寻找治标治本对策或
消纳场。

乱堆乱倒垃圾不仅影响村容村
貌，还将危害生态环境，希望当地镇
村要加强巡查和监督，制定解决方
案，做好长期规划，切实保护好楠溪
江滩林环境和一方水土。
记者 陈秋芬 李陈胜 实习生 王之萱

力求实现艺术
“点亮”乡村愿景
箬溪国际艺术村2022首届上日川艺术市集开市暨箬溪艺术品交流中心揭牌
本报讯 昨天，由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县政府主
办的箬溪国际艺术村 2022 首届上日川
艺术市集开市暨箬溪艺术品交流中心
揭牌仪式在鹤盛镇上日川村举行。县
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旭丹出席活动。
上午 9 点 30 分，箬溪艺术品交流
中心正式揭牌。市集现场，征集来的
画作沿着村中小溪依次摆开，吸引了
不少嘉宾驻足欣赏。据悉，该市集将
持续至 8 月 8 日，共设 100 个展位，其
中烟火区 38 组、丹青区 62 组。烟火
区以永嘉本土农产品、手工艺品为
主，向来往游客展现永嘉“味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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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区则以艺术家、画廊机构为主，并
式、“艺术点亮乡村 文化助推共富”
征集到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
学术研讨会等活动环节。其中，“百企
院、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大学美术学
助村”启动仪式暨箬溪国际艺术村艺
院、南京艺术学院等 60 余所高校的师
术品拍卖活动筹集的部分资金将用于
生作品，20 余位艺术家、机构作品及 “箬溪国际艺术村”的建设及基础运
英国、法国、比利时艺术家作品。
营。
此外，为期五天的艺术市集每天
近年来，上日川村不断探索“艺
都有一场艺术文化活动盛宴，包括张
术+农业+旅游”的乡村振兴模式，寻
如元艺术工作室落成仪式暨瓯澜社作
觅将艺术植入乡村的路径，在村内创
品展、中国艺术名家作品交流展、日
建系列艺术场馆，吸引了一批艺术家
本艺术家作品交流展、驻村艺术家周
回乡创办工作室，一步步向打造国际
钦尧工作室开放展、驻村艺术家周建
艺术村的目标迈进，力求实现艺术
朋工作室开放展 5 个单元主题展览， “点亮”乡村的愿景，着力打造共同富
以及七夕祈巧节、“百企助村”启动仪
裕幸福村社。
记者 郑璐璐 陈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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