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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回头看

部门﹃已回复﹄，等于﹃已解决﹄？

浙江省
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孙余丹
当前，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文明“短板”都补齐了
吗？记者梳理温州网络问政上的投诉，发现不少群众反映多次的问题遭遇“有答无解”
的尴尬。上周五，本报联合市民监督团一起“文明创建回头看”，走访了三个投诉“热
点”
，看看部门
“已回复”
的这些点，曾经存在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关注着你的关注

37 个岗位平均年薪 18 万
回访点：灰桥新村

回访点：鱼鳞浃村拆迁地块

回访点：香缇公馆北面

网友问政：鹿城区灰桥新村存在很
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小区垃圾无人处理，
生活垃圾遍地，
这样炎热的夏季，
蚊蝇滋
生，严重阻碍温州创建文明城市。
部门回复：自 2019 年 11 月份起，灰
桥社区积极响应并推行垃圾分类，灰桥
新村居民对垃圾分类有所抵触，导致生
活垃圾无法正常分类。经多次调解，已
取得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
支持。目前，灰桥新村分类垃圾桶放置
已到位，堆积垃圾已清扫、
清运完毕。

网友问政：
鱼鳞浃村拆迁空地临时
堆积的垃圾差不多一个月了，
都没有清
理了，
上次好像承诺一周清理一次的。
部门回复：城管科计划近期组织
垃圾清运，另街道城管科未曾承诺一
周清理一次的说法。

网友问政：这个地块垃圾满地
问题我在 5 月份已经投诉，瓯海区
梧田街道回复会清理垃圾，可是快
2 个月过去了垃圾还未清理，周围
砌起了一圈围墙把垃圾围在里面。
部门回复：
经了解，
该处原堆放
的垃圾已进行清理清运，目前堆放
的垃圾系偷倒垃圾，街道有关部门
已着手安排清运。

记者走访——

垃圾成堆蚊蝇多
围墙难挡随意倾倒

记者走访——

绿化带变“垃圾堆”
私拉电线无人管
走进灰桥新村，在保安室外面的墙上粘
贴着一张醒目的温馨提示：提醒住户不要将
电瓶车停放在单元防盗门前充电，容易引发
火灾，具有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然而，
这则
提示仅停留在纸上，记者在小区的各单元门
前看到，电瓶车随意停放并用私拉的电线充
电，最多的防盗门前停了近十辆电瓶车。
记者沿着小区走了一圈，发现绿化带成
了脏乱差的
“重灾区”
。废旧布料、垃圾、泡沫
箱……本应扔进垃圾桶的垃圾，竟“躺”在了
绿化带里。一旁的垃圾桶盖子敞开，散发着
臭味。此外，小区一处原本供居民休闲的长
廊一角，堆满了垃圾，
还有共享单车横七竖八
地倒在草丛里。
除了垃圾多，小区里的公益广告发生脱
落，路面上破损的窨井盖也未修补，
地面上停
放着不少僵尸车。

记者走访——

南汇街道鱼鳞浃村拆迁空地成垃圾场
的问政，本报于 6 月 22 日曾作报道。报道
中提及，温州网络问政平台上有 10 余条关
于该地块垃圾满地的投诉件。针对网友反
映的内容，街道方面调整了对该地块的消
杀和清运频率，
调整为一周一次。
7 月 18 日，温州网络问政上又收到网
友投诉，反映该处拆迁空地上的垃圾自上
次记者采访后清理至今，并未一周清理一
次。记者于上周五再次来到鱼鳞浃村拆迁
空地查看情况。
该拆迁地块有围墙遮挡，从空地旁走
过尽管看不到里面的垃圾，但散发的味道
较大，周边小区全部紧闭门窗。一住户告
诉记者，
透过家中窗户能看到满地垃圾，
夏
天天气炎热难免滋生蚊蝇。记者走进附近
一幢高楼往下看，
发现空地上堆满了垃圾，
主要是建筑垃圾，也可见一些黑色塑料袋
等。沿围墙一侧，
垃圾堆得更高，
可见不少
垃圾是从墙边直接倾倒下来。

市民监督团点评

解决问题
不能靠“文字游戏”

市民监督团点评

老旧小区的“通病”
不可“选择性忽视”
创建文明城市，
说到底是为了给群众更美
好的生活。在创建过程中，
老旧小区是重要的
一环，如何让这类小区借助文明创建焕发新
貌，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垃圾怎么管？
安全隐患怎么解？小区配套如何提升？面对
老旧小区的“通病”
，如果街道社区一味“选
择性忽视”
，那么创建就停在了形式上，被遮
掩的小问题或将变成大隐患。因此，文明创
建要从根上找问题“对症下药”
，尤其针对群
众反映的难点、痛点，从回复到整改做到
“言行一致”
。

鱼鳞浃村拆迁空地的垃圾清运问题由来
已久。从去年到今年，
一直有相关报道，
可见
群众是一直在反映。尽管这背后可能有很多
原因，
比如有资金压力、
人力物力、
清运成本
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但街道在多次回复中承
诺的加大转运力度，
都未见实际行动。
这块空地的周围人流来往密集，大规
模的垃圾倾倒加上蚊蝇滋生、
臭味四散，
无
论是从周边群众的获得感还是从城市文明
形象的角度来说，
街道都应该切实处理好堆
放的垃圾。一周一次也好，
加大转运也罢，
只要问题处理得让周边百姓满意，
回复的承
诺具体文字如何表述，
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空地成了垃圾场
路边垃圾乱堆放
记者找到网友投诉的地点，位于西
堡路上。这条路的一侧是香缇公馆住
宅，另一侧可见新砌的水泥围墙，乍一
看，整条路上比较干净有序。可绕过围
墙，看到的景象令人吃惊。
在枯树枝和杂草堆里，堆满了垃
圾，旧家具、塑料袋……俨然一个垃圾
场。沿着这段路往里走，路边的绿化带
里也堆放着不少垃圾。此时，一名清洁
工正在清扫路面，只见她拿着扫帚不停
清扫，但不见簸箕或者垃圾车，最后将
成堆的垃圾直接扫进了绿化带里。
在 86 路公交车总站里，是一片拆
迁空地，里面堆放了不少垃圾，废旧
轮胎、旧沙发，还有一些皮料。家住
香缇公馆的一住户告诉记者，近来早
上这里都会焚烧垃圾，散发的味道很
是刺鼻。

市民监督团点评

“面子工程”
遮丑不遮臭
一堵墙，遮得了垃圾，却挡不住臭
味，可见这不是有效的治本之举。偷倒
垃圾是一个大难题，尤其在创建文明城
市过程中，算是一个“顽疾”，这就需
要部门拿出实打实的举措进行整治查
处。
创建不是一阵风，要让文明之花开
遍瓯越大地，就需要在具体工作中少一
些“面子工程”，多一些务实之举，对
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不仅要马上改，还要
改彻底，并巩固好成果，真正实现大整
治大改善大提升。

今年首期菁英汇
达成意向率创新高
本报讯 （记者 孙余丹） 菁英汇，汇精英。记者
昨日从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了解到，2020 年首期菁
英 汇 —— 温 州 中 高 级 人 才 小 型 见 面 会 达 成 意 向 率
33.3%，创历年新高。浙江人民电器有限公司、凯奇集
团有限公司、申乐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参会，释放
优质岗位 37 个，定向邀约 48 名中高级人才到会，接收
简历 54 份，
达成初步意向 18 人。
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市
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以猎头模式搭建中高端人才配置平
台，
聚焦服务一批有丰富工作经验、有高学历拔尖才能
的人才群体，
着力提升市域中高端人才的聚集度、活跃
度、贡献度，
为打造
“重要窗口”
注入人才动力引擎。
据悉，本次中高级人才见面会提供的岗位以机械
生产、研发、销售类为主。37 个岗位的平均年薪酬达
到 18 万元，
相较于日常性招聘会平均年薪 8 万元，
超出
一倍多，
其中最高年薪来自凯奇集团的总经理岗位，
高
达 120 万元。
“ 中高级人才见面会的岗位薪资、质量普
遍较高，更能吸引中高端人才的集聚、交流、配置。”
市人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场招聘以 30
岁至 40 岁的求职者为主，多数为企业中高层在职人
员，
或者是研究生毕业。
今年受疫情影响，
线下招才人流量有下降趋势，
为
破解现场求职者少、才企配对率不高的难题，
市人才发
展服务中心积极改变组织策略，
一方面将
“中高级人才
见面会”的猎头手段与“行业专场招聘会”的行业集中
优势相结合，
首场主推机械类企业，
集中献上一批同行
业优质岗位，
带给求职者更多选择范围，
也为企业提供
更多人才挑选的机会。另一方面在新形势下大力发挥
互联网的先发优势，
通过线上猎头进行多省市、多高校
人才邀约。
据悉，菁英汇—温州中高级人才小型见面会于每
月最后一个周六举办，
下一期招聘会时间是 8 月 29 日，
地 点 在 温 州 市 人 才 大 厦 十 楼 ，联 系 方 式
0577-88302700。

两名持刀抢劫嫌犯流窜来温

高速口上演惊险抓捕
本报记者 杜一川 通讯员 林艇
7 月 29 日下午，一场惊险的抓捕行动在温州西高
速出口上演。
两名持刀抢劫嫌犯搭乘客车流窜至温州，鹿城公
安收到指令后，经过周密部署，采用多警种协同作战，
于当天下午 5 时 47 分在温州西高速出口成功抓获两名
嫌疑人。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交安徽警方
处理。
时间：
下午 4 时 22 分

接到指令，两名逃犯即将抵温

灰桥新村供居民休闲的长廊一角堆满了垃圾。

鱼鳞浃村拆迁地块垃圾堆积。

西堡路上的这块空地成了垃圾场。

实施免疫接种，
开展准养登记，建设收容场所，
整治违规养犬

温州启动“规范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夏婕妤 通讯员 林军
犬只何时开始免疫接种和准养登记，无主犬只的收容场所谁来建，违规养犬怎么样管？记者日前从温州市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以下简称市养管办）获悉，
《温州市规范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已经确定整治时间和整治任务。
按照方案要求，本次整治行动将明显提升市区养犬登记率、养犬免疫率、投诉处置率、群众满意率，使我市养犬登记率达到 90%以上。而市
民反映强烈的不文明养犬行为、
日常投诉、
犬只伤人扰民现象将明显下降，其中主次干道流浪犬数量将基本清零。

以下行为 是重点整治对象
气温节节攀升，随之而来的遛狗不拴
狗链、随地便溺、犬只吠声扰民、流浪犬伤
人等不文明养犬行为开始增加。对此，市
养管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 依法、文
明养犬应该是养犬人的必修课。”而规范
养犬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针对养犬
中的违规和不文明行为，给出管理和纠正

专项整治

的“处方”。
工作人员介绍，
本次行动的重点整治对
象包括养犬不登记、不免疫，无主犬只未收
容，携犬外出不规范，携犬外出未采取安全
措施，养犬干扰他人正常生活或犬只伤人，
公共区域饲养犬只，
限养区内饲养大型犬或
烈性犬，未清理犬只粪便等。

将分“三步走”

专项整治行动将分三个阶段。即日
免疫，开展准养登记，
建设收容场所，
收容无
起至 9 月为宣传动员阶段，执法部门将通
主犬只，整治违规养犬和加强执法联动等
过各种宣传途径呼吁市民文明养犬。其 “六大行动”
。
中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牵头，公安、农业
今年 12 月，市养管办会组织相关部门
农村等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将开展犬只底
通过联合检查验收，综合分析信息数据、实
数排摸。
地察看、群众访谈等形式，总结专项整治行
集中整治阶段定在今年 10 月至 11 月，
动的成效，同时构建政府主导，
部门协调，
社
各职能部门按责分工，
将重点实施犬只接种
会参与的犬类管理长效机制。

养犬热点 已有
“明文规定”
针对市民关心的犬只接种免疫、准
养登记和收容等热点问题，市养管办工
作人员表示，
不仅定下了
“时间表”，
而且
有了具体举措。
犬只何时开始实施免疫和准养登
记？ 市养管办工作人员回答 ，将在全
市规范养犬管理专项整治动员部署会
后，按照规范要求，确定并公布犬只登
记、免疫上牌点。今年 10 月上旬，温州
将正式启动准养登记 ，引导养犬人携
带犬只到指定免疫点（登记点）进行疫
苗接种，领取动物狂犬病免疫证明，办
理犬只登记手续和领取犬牌。各地犬
只登记情况会同步录入全市信息管理
系统。
对犬只的收容，
“ 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中也有了明文规定。各县（市、区）、
功能区要在 10 月底前完成犬只收容场
所的建设（新建或改建或租赁）并投入

使用。同时严格按照限养区内犬只管
理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无主犬收容整治
行动，并及时录入全市信息管理系统，
达到限养区内主次干道流浪犬只基本
清零。
对于违规养犬的行为，
各县（市、区）
功能区将在今年 10 月开展集中整治，对
照《违规养犬主要法律责任》，通过教育
引导和严格执法，基本杜绝市民违法养
犬、不文明遛犬行为，
形成文明养犬良好
社会风尚。
市养管办再次提醒，做一个文明的
养犬人除了严格按照《温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的规定，
给犬只实施免疫和准养登
记外，
携犬外出时要为犬只佩戴牵引带，
主动避让行人和车辆；遛犬时要爱护公
共环境卫生，
随身备好清理工具，
保持周
边环境的清洁卫生。最后还要和谐邻
里，
防止养犬扰民现象发生。

当天下午 4 时 22 分许，鹿城公安分局接到市局情
指中心指令，
称有两名涉嫌入室抢劫的嫌疑人，
正搭乘
蓝色大巴客车拟前往温州苍南，中途可能在温州西高
速出口停留，两名嫌疑人可能携带凶器，要求予以拦
截。
据了解，7 月 9 日晚上 10 时许，嫌疑人管某与同伙
持刀进入安徽芜湖一住宅内，
将被害人进行捆绑后，
用
被害人手机转走一万余元，并抢走一部手机。7 月 28
日，嫌疑人郭某与同伙持刀进入安徽芜湖一住宅内实
施抢劫。之后，
嫌疑人管某、郭某先后被安徽警方刑拘
上网追逃。
接到指令后，鹿城公安分局立即启动“快反卫城”
重大警情封控拦截预案，指令路面警力立即开展拦截
抓捕，两组特警 PTU 警力与周边派出所警力以及交警
配合，
开展设卡拦截工作。
时间：
下午 5 时 36 分

多次与司机沟通，
锁定嫌犯座位
在市局情指中心的支撑下，民警第一时间与客车
驾驶员取得联系，
掌握嫌疑人的座位情况和衣着特征，
并要求驾驶员在客车驶入温州西高速口 ETC 通道时
立即停车、熄火，并将前门打开，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抓
捕行动。
与此同时，
四名特警换上便服及内置防刺服，
乔装
成高速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等客车驶入 ETC 通道时上
车进行检查，
伺机而动。
为避免嫌疑人跳车逃跑，指挥员安排派出所警力
警戒，
交警在外围设卡拦截。
“当时我们了解到，
有一名嫌疑人坐在客车中间位
置，
身边坐着老人和小孩，
我们担心嫌疑人可能会出现
挟持人质的情况。
”之后，
民警多次联系客车司机，
经了
解，
嫌疑人身边的老人和小孩均已在中途提早下车。
在客车即将驶入温州西高速出口前，警方再次确
认车内情况。此时，车上只剩下 6 名乘客，零散地坐在
位置上，
一名嫌疑人身穿白色上衣坐在客车最后排，
另
一名嫌疑人身穿黑色上衣坐在中间的位置，两人身边
均没有其他乘客。
时间：
下午 5 时 47 分

嫌犯当场抓获，
未造成人员受伤
当天下午 5 时 47 分，嫌疑人搭乘的蓝色大巴车驶
入温州西高速口 ETC 通道。
当驾驶员打开前车门后，
四名便衣特警立即上车，
快速锁定嫌疑人，
乘其不备及时将两人抓捕控制，
其余
警力紧随其后上车增援。两名嫌疑人被当场抓获，现
场未造成人员受伤。
经过搜查，
两人身上未携带凶器。随后，
两名嫌疑
人被带至黄龙派出所进行调查。
经查，嫌疑人管某，安徽当涂人，1996 年出生；嫌
疑人郭某，
河北栾城人，
1993 年出生。
目前，
两名嫌疑人已移交安徽芜湖警方处理，
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