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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午，记者来到岩表线岩
头村段，道路旁就是五尺溪，溪边的
滩林里满是碎砖瓦、水泥块、瓷砖瓷
片等建筑垃圾，并有沙发、床垫、马
桶等大型杂物随意乱扔，还夹杂着
一些纸板、塑料袋等生活垃圾，现场
还有垃圾焚烧过的痕迹。正在采访
时，一辆车身标着公路部门的清运
车将一车杂草倾倒在滩林里。记者
立即上前询问，通过跟司机的交谈
了解到，他们是公路部门的保洁员，

平时负责这片区域路边的垃圾清
运。“我们会把清理过来的垃圾统一
运往垃圾收集点倾倒，但是这些是
路旁的杂草，就顺道倒在这边了。”
工作人员解释，杂草晒干后留给当
地村里村民当柴火。当时记者提出
质疑，此行为影响周边环境，他们表
示，只是偶尔为之。

另外，距离该点百米不到的便
桥边同样是满地垃圾，此处的场景
更让记者吃惊，不仅随处可见堆积

的垃圾，更有成袋的建筑垃圾直接
倾倒在河道边，倾斜而下。一边是
清澈的溪水，一边是随意丢弃的垃
圾。如此环境让人担忧。据附近的
村民介绍，这些垃圾大部分都是偷
倒的，而且该现象已经存在多年，垃
圾“规模”逐年递增。“难看死了也脏
死了。反映了也没用，有时候当地政

府过来清理只是用黄泥覆盖下。”经
常来往该地的金老伯说，平时管理就
是不到位，易燃垃圾做焚烧处理。许
多垃圾都堆放很久了，所以其他很远
的村庄也会特意把垃圾运到这里倾
倒，滩林都成了“垃圾场”了。“别人都
把垃圾倒在这里，这里的村居都不知
道把自己的场地弄得干净。”

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位于
大若岩镇大若社区（李茅村），这
里集滩林、草坪、田园、山色等
各种风光于一体，非常适合户外
休闲旅游，随着打造接近尾声，
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的游乐内
容也愈发丰富。

近日，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
村迎来了一批新“住户”——八
只小鹿及百余只松鼠。八只小鹿
被安排在专门的养鹿场，由专人
负责照看，当游客手捧饲料接近
时，贪吃的小鹿便踱步向前但又
不失警惕。而百余只松鼠则是被
安置在了种植园旁的松鼠饲养
区，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道，这批松鼠的顺
利安家，也让不少野生松鼠时常
前来“串门访友”。

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村主打
自然科普教育并以“音乐”+“露
营”点燃游客的音乐激情，是休
闲旅游的佳处，目前，露营大草
坪、种植基地、露天舞台、拓训
区等设施都已准备就绪只待客
来。此外，三座霍比特风格的童
话小屋也正进入扫尾阶段争取在
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据悉，对
外开放后，哈比特部落文化艺术
村还将安排一场场精彩绝伦的

“乡村音乐会”。
记者郑璐璐 汪学斌

李茅童话小屋新添“住户”小鹿松鼠
不少野生松鼠时常前来“串门访友”

滩林成了垃圾场，黄泥覆盖为哪般？
岩头镇相关人员回应：立即进行全面清理，恢复滩林原貌

近日，有市民向本报市民监督团热线
82972222反映，岩头镇岩头村的五尺溪
边长期被倾倒垃圾，数量庞大，不但影响区
域环境，还极易造成河道污染，记者进行了
实地调查。

记者了解到，这片区域还是多
个村的入村口，以及景区的必经之
路，来往人员较多，如此情形不但大
煞风景，还对水源安全造成威胁。
针对此事，岩头镇以及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来到现场。

“岩头目前正在大搞建设，产生
的建筑垃圾较多，施工单位为了图

方便就近偷倒，还有就是村民的意
识还比较薄弱，觉得倒到其他地方
太麻烦，也悄悄地倒在这个地方。”
岩头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林高翔告诉记者，该区域的垃圾乱
倒行为他们一直非常关注，前期已
加强巡查、布点蹲防，查处了多起个
人偷倒案件，抓获多名偷倒者，并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厉处罚，但
偷倒行为仍屡禁不绝。

林高翔说，岩头镇已将该片区
域作为环境整治的重点来抓，接下
来立即进行全面清理，恢复滩林原貌，
并着手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目前，岩
头镇已经积极寻找建筑垃圾的消纳
场，方便建筑垃圾进行统一倾倒。其
次，岩头镇将对各个在建工程施工队
伍以及小区物业的负责人进行一个集

体的约谈，规范建筑垃圾倾倒行为。
最后，他们也将对这些易倾倒垃圾的
点位进行专人专项监督，保证全天候
式有人进行查看。

对于易倾倒垃圾的顽固点，希
望相关单位建立健全常态长效监管
机制，同时要做到标本兼治，防止进
入反复整治反复反弹的循环，切实
保护好生态环境。

记者 陈秋芬 葛璞瑞

现场直击 滩林频繁被偷倒 成易倾倒垃圾顽固点

当地政府 立即全面整治乱点 全天候专人专项监督

本报讯 前天，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卫宁一行来永嘉
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
设。市县领导王蛟虎、黄慧、胡宝锋
等陪同。

李卫宁一行实地考察了岩头镇
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我县人大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情况。

据悉，自全省人大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工作开展以来，
岩头镇人大积极按照省市县总体工

作部署，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推动
代表联络站迭代升级，经市县人大常
委会农资工委、代表工委精心指导，
在全市基层单元应用场景“12361e
系列”总体架构体系内，重点打造“耕
读楠溪•共富e站”应用子场景，为
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架起了一座迈向
共同富裕的“连心桥”，并为岩头镇的
经济发展和基层治理发挥联络站的
独特作用。

李卫宁充分肯定了我县人大全

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工作取
得的成效，他表示，永嘉高度重视基
层单元建设，工作扎实、亮点突出，不
断深化了代表联络站“联、商、督、
促、智”五大功能，创新推进基层人大
工作。

李卫宁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基
层单元建设要紧紧围绕党委的决策
部署，紧贴民生关切，更加突出“两个
先行”、“共同富裕”的主题主线，进一
步发挥基层单元建设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作用，扎实推进基层人大工作。
要把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
作为加强基层人大工作的有利契
机。人大工作要进一步围绕党委中
心工作，充分发挥好代表联络站“联、
商、督、促、智”功能，不断加强基层人
大能力建设，要积极探索创新工作，
进一步提升基层单元建设的实用、管
用、好用。要围绕以数字化改革，充
分激发基层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不
断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深

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丰富基层单
元建设的内涵，使联络站真正成为听
民心、聚民意、解民忧、汇民智的主阵
地，努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
元建设的永嘉实践。

李卫宁还考察了岩头镇下日川
村、岩坦镇源头村，了解我县乡村振
兴、文旅融合及强村富民情况，实地
走访伯特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看望
了市人大代表李向英、县人大代表戴
香丹、周阿珍。 记者 朱永渊

李卫宁来永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建设时要求

努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单元建设的永嘉实践

本报讯 昨
天下午，全县人大
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单元建
设推进会召开，学
习贯彻省、市人大
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基层单元建
设相关会议精神，
进一步丰富拓展
基层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践。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胡
宝锋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主任胡宋
孝、汪金琰、陈立
新、麻伯崇参加会
议。

会上，陈立
新通报了全县人
大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基层单元
建设工作情况。
瓯北、桥下、岩头、
界坑分别就前一
阶段基层单元建
设工作成果及下
一阶段工作思路
作交流发言。当
前，县人大牵头
抓总、建章立制，
逐步督促推进，
各乡镇（街道）人
大主抓主攻、奋
勇争先，工作亮

点纷呈，两级人大密切联动、加强沟
通，数据归集实战实效，全县22个基
层单元建设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胡宝锋指出，建设基层单元是
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大重
要抓手，也是衡量今年人大工作成
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更是助力打造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和“数
字变革高地”的一条重要路径。要
全面认真学习贯彻省、市有关会议
精神，在总结交流各地经验的基础
上，进一步部署推进基层单元建设
工作，梳理基层单元晾晒指标，确保
全县基层单元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就下一步工作，胡宝锋强调，要
响应部署、领悟精神，从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助力“两个先行”、打造人
大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果的高度加
快推进基层单元建设，切实增强做好
基层单元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要数字赋能、扩面提速，加强实
体联络站阵地建设，做好迭代升级、
业务与应用贯通、数据归集文章，全
面推进基层单元建设。要加强领导、
强化保障，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
化联系督导、注重考核激励、深化研
究宣传，形成推进基层单元建设工作
的强大合力。 记者 潘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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