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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场
“抠”小细节
文明让城市更有温度
本报记者 庄越
商场超市、专业市场是展示城市文明
形象的窗口，而文明，藏在一个个细节里：
商场母婴室宽敞明亮，无障碍卫生间设施
齐全……昨日，市文明办开展百日攻坚督
查，围绕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等地的大
商场、超市、专业市场等进行查看，发现商
场无论是环境卫生，还是便民设施，都让人
感觉舒适、放心，
给市民购物带来好心情。

市场必备：
文明宣传海报随处可见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当天上午，

督查组一行来到世纪联华大世界店。刚到
门口，就随处可见创文宣传标语。走进超
市内，地面干干净净，购物篮整齐地堆放在
门口方便消费者取用，顾客购物咨询都能
得到及时回应。
超市经理马女士告诉记者，为助力温
州打造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他们不仅在
出入口张贴了公益广告标识，还将公益广
告融入商业公告中，
进一步营造氛围。
不仅仅是世纪联华大世界店，在温州
市陶瓷品市场、温州国际机电城入口处同
样能看到一排很醒目的垃圾分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诚信经营等宣传标语，
市场环境干净整齐，
地上没有果皮纸屑。
温州国际机电城物业处工作人员金女
士说，为加强文明宣传氛围，倡导环保，他

们在入口处悬挂垃圾分类横幅，引导商户
进行垃圾分类，此外，他们还更换了新型垃
圾箱。按照上面垃圾分类的提示，商户扔
垃圾时一目了然。

商场标配：
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
随后，督查组一行来到大西洋银泰
城，商场结合疫情防控工作需要，利用商
场电子屏滚动播放“文明健康 有你有
我”公益广告，在商场各入口以及收银
台，普遍设置黄色 1 米线标识；在商场入
口处，常备消毒喷雾、免洗消毒洗手液，
通过一系列创建措施，全面提升文明服务
质量，为顾客营造放心购物、安心消费的

舒心环境。
值得一提的是，商场还设有母婴室。
母婴室的空间虽然不大，但“麻雀虽小五
脏 俱 全 ”， 婴 儿 护 理 台 、 沙 发 、 垃 圾 桶
等。配备了宝妈可能需要的各种设施。而
尿不湿、干湿纸巾等物品只需一分钱就能
自动购买。
此外，商场还设有无障碍卫生间，里
面环境整洁，马桶旁设置了双侧扶手等。
商场工作人员马女士表示，为助力温州打
造更高水平的文明城市，他们向商户倡导
依法经营、诚实守信、文明礼貌、规范服
务。此外，在安全监管方面，要求卖场内
外环境卫生干净整洁，安全通道畅通，灭
火装置等安全设备合格，积极为创建文明
城市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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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施工挖破燃气管，险！
执法部门 10 万元重罚，该！

施工单位违法施工导致燃气管道被挖断。
温综宣 提供
本报记者 夏婕妤 通讯员 温综宣

关爱贫困老人 用心传递温暖
“关爱最可爱的你”走进仰义街道
本报记者 庄越
近日，由温州日报报业集团“新连心”
党代表工作室发起，温州市慈慧公益志愿
者协会助力的“关爱最可爱的你”活动，载
着满车的清凉礼包、爱心红包走进鹿城仰
义街道，为当地的 28 名困难、空巢老人，送
上燥热里的一丝清凉，让老人们感受到来
自社会的关爱。
当天上午，走过盘旋的水泥小路，志愿
者一行来到了渔渡村的王阿婆家里，刚到
门口，就看到屋外堆了很多废品，村民政助
理员戴建礼告诉记者，这个都是老人捡过
来贴补生活的。
“一个月也就卖一两百元钱
吧！”
听见有人来探望，今年 85 岁的王阿婆
眼眶泛红，跟志愿者们抹了一把辛酸泪。
原来，王阿婆有 4 个儿子，其中 2 个儿子先
后得病去世，
另外 2 个儿子，
一个生病在家，
还有一个只能依靠打些零工贴补家用。
“阿
婆，你照顾好自己，这个红包和爱心品给
你，希望你健康。”说着，市慈慧公益志愿者
协会志愿者将清凉礼包和爱心红包交到了
老人手里，并叮嘱老人注意饮食卫生，炎热
高温要注意身体健康。

随后，志愿者一行来到了前京村程老
伯居住的养老院。今年 85 岁的程老伯卧病
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 他是我们村的低边
户。”该村民政助理员金建胜说，今年上半
年，老人摔断了骨头，此后就一直卧床，吃
喝拉撒都在床上解决。得知有人来探望老

红包送到老人手中。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
会会长陈龙勇说，他们希望通过活动，给贫
困老人解决实际困难，也让他们感受到了
社会的关爱。
“ 农村里需要帮助的老人很
多，我们号召更多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
多关心和帮助老人。
”
此次是市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首次为
“关爱最可爱的你”活动助力，在得知“新连
心”党代表工作室有这样的公益活动后，该
协会表示愿意出资为贫困、空巢老人奉献
慈慧公
自己的爱心。
益志愿者协
据了解，慈慧公益志愿者协会成立于
会的志愿者
2013 年，主要由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
（左）为仰义
主组成，他们致力于创建温州最具特色的
街道困难老
创新型公益组织，以关爱 16 周岁以下困境
人送上爱
儿童与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该协会
心。
的一大特色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志愿者
庄越 摄
们会在寒暑假期间，组织讲师给结对的学
生讲授国学课程，让传统文化慢慢浸润孩
人家，热心的邻居也赶忙过来。
“ 你们来看
子们的心，让他们重拾信心，保持积极乐观
望他太好了！”邻居说，老人有 2 个儿子，现
的态度。除了在温州本地，慈慧公益志愿
在与小儿子一起居住，可小儿子要开出租
者协会的爱心触角更伸向了西藏、新疆、甘
车维持生计，有时候老人只能一人在家中，
肃等西部欠发达地区。自成立以来，已开
展各类公益活动近千场，参与的志愿者累
邻居们看着都心疼。听闻老人的遭遇，志
计 2 万人次。
愿者们心疼不已，赶紧将清凉礼包和爱心

日前，我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针对某建筑公司野
蛮施工导致燃气管道破损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上，
执法人员以违法事实明确，证据确凿驳回了施工单位
的请求，维持 10 万元的重罚。得知真相后的市民表
示：这钱罚得一点都不冤，如果燃气泄漏引发爆炸，
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建筑施工单位挖断燃气管道的行为，是被附近居
民抓了个“现行”。今年 7 月 14 日上午 8 点，鹿城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广化中队接到群众举报，称鹿城区广
化商厦 1 幢东南首有施工单位野蛮施工，挖断了燃气
管道。
接报后，执法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勘查，发现该建
筑工程公司为了赶工期，施工时没有仔细核对相关图
纸，也没有通知燃气公司专业人员到场协助，就擅自
使用挖机施工。这种“自作主张”的施工方法，直接
挖破了一条直径 4 厘米的 PE 管，造成燃气泄漏。
而这次燃气管道被挖破损的时间，正是周边居民
用气高峰时段，直接导致广化商厦 117 户住户整体断
供燃气 2 个多小时，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更令
人后怕的是，燃气管道泄漏还存在消防隐患，如果浓
度过高引发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依据国务院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相关规定，责
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 10 万元的
行政处罚。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近期因施工不规范、措
施不到位等因素，造成市区供水、供气管道等公用设
施因野蛮施工被损坏的现象增多，6 月份以来全市已
立案查处违规施工行为 39 件，其中损毁燃气设施违
法行为 9 起。对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多部门下
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施工安全的通知》，督
促职能单位切实加强源头管理。本次 10 万元的重罚
就是一次警示，以此提醒施工单位文明施工，自觉维
护社会公共安全。

10 月 1 日起，我市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并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惠及 3600 名水库移民 未参保的可一次性补缴
本报讯 （记者 孙余丹） 记者从市人
力社保局获悉，10 月 1 日起，我市城镇老年
居民养老将并轨城乡居民养老。该项制度
并轨共涉及 3600 多人 ，其中未参保的近
2000 人，全部为珊溪水库、泽雅水库等地移
民。并轨后，水库移民中已领取待遇人员
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由每人每月 565 元一次
性提高至 816 元。
在国家和浙江省尚未实施统一的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城乡居
民养老”
）以前，温州市区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起先行实施城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
（以下简称“老年居民养老”
），将 60 周岁及

以上未能享受养老保障待遇的城镇户口老
年居民纳入参保对象范围。之后根据国家
和省有关部署，
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城
乡居民养老，对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居
民统一参保办法，但为了照顾水库移民这
一特定群体，特地允许在城乡居民养老实
施后，仍然保留水库移民可以继续选择参
保老年居民养老。
今年，根据要求，全省各地市社保信息
系统在年底前完成省级应用集中，为将水
库移民参保缴费等地方差异性事项顺利纳
入省系统并为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经办
服务，市人力社保局积极会同市民政局等

部门提请市政府研究同意，将市区老年居
民养老并轨到全省统一经办的城乡居民养
老。
据市社保中心统计，本次制度并轨共
涉及 3600 多人，其中已参保领取待遇人数
为 1600 多人，另有约 2000 位水库移民符合
并轨前参保条件但尚未选择参保。我市充
分考虑到上述人员的利益保障，从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将已领取待遇人员的养老金
发放标准由每人每月 565 元一次性提高到
816 元，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缴
费年限养老金三部分组成。另外，符合新
参保条件的水库移民可在年满 60 周岁时选

择按照城乡居民养老的规定档次（个人缴
费金额为 2000 元/年）一次性缴足 15 年，享
受待遇的发放标准同步调整至 816 元/月。
市社保中心负责人提醒大家需要注意：按
并轨前的参保条件及缴费标准办理的时间
截至 9 月底为止，
有意向的水库移民须抓紧
向户籍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

江心屿年卡为什么停售了？
网友 tjjct 问政：
江心屿是温州的标志性旅游景点，温州本地人都
有办年卡的，
今年年卡时间到期了，
被告知不再出售年
卡了，
并未告知是什么原因，
这是为什么？是临时不能
办理了，
还是以后都不再办年卡了？是为什么呢？
江心屿景区管理处回复：
由于江心屿改造提升工程尚未完工，景区处于半
开放状态，
很多景点尚不能游览，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
游览体验，
因此停售年卡。不过当日票依旧开放，
已经
办理年卡的游客，以及免票的老年人同样可以上岛。
预计明年景区开放
后，再开放办理年
卡，时间大约在五
一前后。
李尖 采访整理

建设“龙港版”
市民中心，
市建设集团把党旗插在工地上

20 余次工程协调会缩短工期逾半年
本报记者 欧阳潇 通讯员 潘悦
在龙港市世纪大道与彩虹大道交汇处，一幢大楼改建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这是龙
港市政务客厅建设工程，建成之后，该工程便相当于龙港市的市民中心，为市民的政务服务提供
便捷。今年 9 月底，正是龙港“镇改市”的重要节点，为了让该工程赶在“周年庆”之前顺利竣工投
用，建设方温州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建设集团）把党旗“插”在工地上，打造“红色工地”，
让党员力量带动工程优质、
高效地推进。
龙港市政务客厅建设工程效果图。

“龙港版”市民中心有望 9 月底竣工
该工程的临时党支部书记张国钦
9 月底前一定能投入使用。”张国钦笑
介绍，龙港自“镇改市”以来，亟需
言 ， 他 们 的 “ 秘 密 武 器 ” 便 是 ——
建设一处市民中心，来缓解越来越多 “红色工地”
。
的窗口审批等政务服务工作的压力。
张国钦带着记者走入了该工地的
最终，选择由建设集团承建改造这处
一处特殊办公室，办公室的一面墙
工程。该工程总投资 1.5 亿元，建筑面
上，贴有大标题为“国有企业党旗
积 25000 平方米。建成之后，其智能
红，重点项目争先锋”的国企党建文
运行系统有望在浙江省内名列前茅，
化，上面还有
“党员风采”
一栏，
张国钦
并将成为龙港市地标性建筑。张国钦
等 7 名党员的照片和姓名位于其上
坦言，该工程“压力还是很大的”，该
……
“这个会议室对我们很重要。”
张国
工程属于建设集团“急难险重”工程
钦介绍说，
“ 每个星期三、星期六的晚
之一，开工时已是 3 月底，按照一般
上，我们的工程总负责人张维垣就会在
工程进度，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
这里主持召开工程协调会，我们就是
目前却被要求一定要在 9 月底前竣工
在一次又一次的协调会中，不断调节
投用，工期足足要缩短逾半年！
进度、加强协作，让工期能加快进
“但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确保
展，得以缩短逾半年的工期。”

七大专业改“串联”
为“并联”
工程总负责人张维垣进一步解释，龙港
市政务客厅建设工程的复杂之处，除了工期
短之外，
还涉及到非常多的专业种类，
涵盖智
能操作系统、给排水工程、电梯运行工程、中
央 空 调 系 统、消 防 系 统 建 设 等 共 计 7 大 专
业。按照一般的工期，
各个专业都要有个
“先
后次序”，一项做完再做下一项，为了缩短工
期，
他们决定
“串联”
改
“并联”，
让七大专业同
步进行。
“这样的改革需要宏观统筹，否则各
专业之间会‘各自打架’，后果不堪设想。”最
后，
临时党支部共同决议，
以每周两次的协调
会，
来承担这宏观统筹作用。
目前，工程协调会雷打不动地每周召开
两次，为了不耽误工期，全部都安排在晚
上。所有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各专业负
责人都要参加，7 位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

研究相关决策，抓好协调落实……如今，协
调会总共召开了 20 余次，一项项棘手的难
题，都在这一方会议室里慢慢化解。“记得
刚开始的时候，问题特别多，7 大专业之间
常常有各种捋不顺、解不开之处，我们的会
议一开就是五六个小时，从晚上 7 点一直聊
到凌晨。现在是越来越顺了，问题越来越
少，最近基本 2 个小时协调会就结束了。”
张维垣说。
工程协调会“护航”着工程建设按部就
班、稳中有进。如今，现场管理人员、施工人
员共计 400 余名，每日两班倒平均工作 20 个
小时，7 个专业交叉施工、平行作业。到 7 月
底，
已顺利完成了全部主体工程，
质量安全检
验实现了 100%合格，预计 9 月底前，将完成
全部工程的交付使用。

“红色工地”已成党建“金名片”
“我们是一支团结的队伍。”
谈及本次工程，
张维垣感
叹道，7 个专业之间互帮互助、有条不紊，大家都特别具
有大局观。起带头作用的 7 名党员，更是团结奋进、挑起
大梁，
“我们年轻的党员张国钦任临时党支部书记，带着
一线党员争时抢速，老党员洪游、戴锡进任技术负责人，
手把手指导年轻的施工员团队，预备党员孙文斌作为现
场安全总负责，确保了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零缺
位’
……大家都特别务实，
团结又默契！这是真正的让党
的精神指引工程建设啊。”
据了解，建设集团的“红色工地”共计 7 个，除了龙港
市政务客厅建设工程之外，还有永嘉县人民医院迁建工
程、瓯海区景山街道净水社区商务办公安置工程、温化生
活区建设工程 A 区项目等等，这一个个“红色工地”均在
工程建设中掀起“讲党性、比奉献、树形象、促建设”的热
潮，让基层党建更接地气、更有成效，让项目建设更为优
质地运转。如今，
“红色工地”已成为建设集团基层党建
的一张闪亮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