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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彰显新时代“文明力量”

35 家单位招聘 105 人

我市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冠
本报记者 庄越
11 月 20 日，温州又一次迎来高光时刻——再次捧回
“全国文明城市”
金名片！
在风雨中挺立，在拼搏中跨越。
2014 年，
温州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
2017 年成功蝉联，
三年后，
瓯越大地上又一次留下深刻的
“文明”
印记。
接过“三连冠”的接力棒，温州把目光看得更远，团结一心、奋力攻坚，高水平全域化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奏响了文明和
谐的华丽乐章。

挖掘原动力

以“道德典型”为抓手，播撒文明

前不久，
“‘浙里’好人 德润之江
评选活动。为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阵地
——向战疫‘浙江好人’”致敬交流活动现
建设，全市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263 所，
场，永嘉县乌牛街道大嶂村村民黄金余的 “春泥计划”精品社区 892 个，心理辅导中
故事让人动容：疫情期间，年过七旬的黄
心（站）704 个，
“春泥计划”活动园地 3982
金余把子女孝敬他的 2 万元生活费作为
个……
支援一线的“口罩费”，瞒着老伴捐给了乌
在这些原动力的推动下，我市道德典
牛派出所。虽然目不识丁，但他却一直默
型发生了“蒲公英效应”。各行各业“最
默付诸道德实践……
美”人物频频涌现。
黄金余的故事，只是我市众多“好人”
“诚信老爹”吴乃宜痛失爱子后，以
的一个缩影。
年迈之躯扛起债务的坚韧不拔，他用一
这些年，我市坚持用身边的典型教育
针一线编织出当代温州的诚信标杆；幼
引导身边人，持续开展“道德模范”
“ 最美
师胡小丽面对失足掉入水中命悬一线的
温州人”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等系列
孩童，在冰冷江水中的生命置换，凝固了

创建新常态
“幸福感、获得感”是城市文明创建的
试金石。对百姓来说，身边的美好变化是
增强幸福感的
“源泉”
。
走进三垟湿地公园，树影婆娑，绿草
如茵，三三两两的市民坐在游道的石凳上
小憩休闲。
“现在这里修建一新，休闲散步
很舒服。”感受着家乡的变化，市民苏先生
言语中满是喜悦。
近年来，我市出台实施《温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开展“五水共治”
“三改一
拆”
“四边三化”，高标准建设五美新温州，

打造新高地

她 36 岁的生命芳华；抗疫期间，全市各地
志愿者挺身而出，深入防疫一线，开展疫
情 防 控 宣 传 和 险 点 排 查 ，参 加 医 疗 救
护、便民服务、心理援助、交通运输等志
愿 活 动 ，成 为 联 防 联 控、群 防 群 治 的 重
要力量。
目前，我市已培育各级各类道德典型
1800 多例，其中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 9
例、中国好人 43 例，浙江省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 14 例、浙江好人 200 例。
那一群群普通而又无法忘怀的背影，
不断涤荡人们的心灵，聚沙成塔凝结成一
个城市最温暖的记忆。

以创建利民惠民，服务群众
掀起
“大建大美”
热潮。
为推动城市管理精准高效，我市相继
开展“治五乱”
“ 破六难”
“ 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推进城市顽疾治理常态化。今年 4
月中旬，我市联合开展以市容环境、交通
环境、市场环境、工地环境、小区环境、校
园及周边环境等六大环境整治为重点的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将创建标准转化为各
单位日常工作标准……温州的城市形象、
品质正发生着变化。
群众关注的小事，就是文明创建的大

事。我市紧盯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建设，
近三年来市区新增道路 103.3 公里，打通
断头路 44 处，新增专用停车位 4 万个以
上、新增公共停车位 5000 个；建成温州道
德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国旗教育
馆等一批重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打造
“书香温州”
“墨香温州”，建成城市书房 88
家、文化礼堂 2515 家。
一项又一项的惠民措施的落地，不仅
解决了基层社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也让市
民真正享受到满满的
“文明”
红利。

以城带乡，创建文明新风尚
荣光继续。在温州看来，不仅仅是
城市文明创建，而是城乡一体的全域文
明。
长期以来，温州将城乡文明创建工
作融为一体。围绕“深化全域创建，统
筹城乡一体”的目标，抓住文明城市创
建这个龙头，把“生态环境、移风易
俗、厕所革命”等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
作为文明村镇创建的主要内容，特别是
开展移风易俗改革攻坚年行动，打造全
国移风易俗工作的“温州样本”，被群
众称为“减负工程”“民心工程”。如
今，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已经成为市民
心中的“新风尚”
。
疫情期间，我市聚焦文明好习惯，
突出日常生活“关键小节”，深化“垃
圾分类”“文明出行”“文明就餐”“文
明排队”
“文明旅游”
“文明上网”等实
践活动，大力推广全民战“疫”期间催
生的文明举措、文明习惯、文明新风，
在 全 国 率 先 开 展“公 筷行动”，出台
《温州市公筷公勺使用规范》，倡导餐桌
文明，营造社会新风。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今天，迎着
改革的号角，踏着时代的足音，温州将
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版图上日夜兼
程，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懈奋斗。

温州市
“垃圾分类 全城助力”
大型公益行动昨日启动——

我市首设垃圾分类主题奖项“绿心奖”
本报小记者向全市发出“垃圾分类”倡议
本报记者 卓扬 通讯员 姜智勇
昨日下午 2 时 30 分，温州市“垃圾分
类 全城助力”公益行动在白鹿洲公园正
式启动。在本次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垃圾
分类主题公益奖项
“绿心奖”
正式设立。来
自温州市蒲鞋市小学桥儿头校区的 50 名
温州日报小记者向全市发出
“垃圾分类”倡
议书。

全市首设“绿心奖”
十个单位与个人获得荣誉
在昨日的活动仪式上，温州市垃圾分
类
“绿心奖”正式设立。温州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垃圾分类主题公益
奖项旨在弘扬
“垃圾分类 绿色环保”
新风
尚，表彰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浙江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等十
个单位与个人获得了首批
“绿心奖”。
记者了解到，首批获奖者均是给我市
垃圾分类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个人或团队
——他们有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近 600
场的志愿宣讲团；有成功探索全市垃圾分
类智能化的企业；有做细做实分类工作的
城市管理
“专家”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垃圾分类学习机团队工程师季桂军，作
为团队代表收获了这一沉甸甸的奖项：
“能
获得
‘绿心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很大的
鼓励，
垃圾分类事业还处在推广实施阶段，
这能鼓励和引领更多人广泛参与。”
此后，我市“绿心奖”还将长期不定期
发放，
不论集体、个人，
或是企事业单位，只
要在
“垃圾分类”
领域有创意、有探索、有方
案，
都有望列入评选考察对象。

日报小记者发出倡议
让
“新时尚”
成为“新习惯”
随着温州市
“垃圾分类 全城助力”大
型公益行动揭开序幕，本次小记者节也正
式开启。昨日，50 名小记者来到现场，用
笔尖捕捉活动的精彩亮点。
启动仪式上，温州日报小记者、温州市
蒲鞋市小学桥儿头校区四（10）班金玥娴作
为小记者代表登台，
向全市人民发出倡议：
“垃圾分类我助力，城市有我更美好！让
‘新时尚’成为‘新习惯’，努力实现生活垃
圾从源头减量，共同建设我们赖以生存的
美好家园！”

小记者采访温籍运
动员夏煊泽。

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校堃、森马集团董事长邱光和、温籍著名
演员陶慧敏、温籍著名运动员夏煊泽等 4
位嘉宾作为公益代言人，10 名小记者代表
陆续上台向公益代言人赠送
“垃圾回收”
创
意礼品。
小记者金玥娴说，从现场展区看到了
我市不少关于垃圾分类的成绩，如鹿城区
实施“时尚推手”和“禾苗计划”，并引入环
保企业参与垃圾分类；龙湾区试创垃圾分
类“无桶村”，建成 13 个省、市“垃圾分类”
高标准小区……现场，
小记者们随后采访、
参观了主题画展、
“四分小魔盒”
科学馆。
“城市有我更美好——温州市
‘垃圾分
类 全城助力’
公益行动”
是由温州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温州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承办的一场垃圾分类主
题嘉年华。接下来，主办方将以每 1-2 周
一期的频率举办六场活动，持续到今年农
历年底。

今年第二场市级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昨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孙余丹） 2020 下半年市级
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启动。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了
解到，本次共有 35 家单位参与招考，提供 77 个
岗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105 人。报名
时间为 12 月 1 日 9 时—4 日 17 时，笔试时间为 12
月 13 日上午 9:00—10:30。
报考人员可登录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栏”，进入报名系统
（网址：http://qssy.zjks.com），注册个人信息选择
岗位报名。通过招聘单位资格条件初审后，考生
于 12 月 5 日 17 时—7 日 17 时进行缴费确认。困
难家庭的报考人员，经审核后免收考试费。
受疫情影响，结合省、市相关要求，完成缴
费人员，可于 12 月 10 日 9 时—12 月 13 日 9 时登
录报名系统，完成考前 14 天个人健康状况信息
申报并填写承诺书后，再同步下载打印 《笔试准
考证》。笔试时间为 12 月 13 日，考试科目为 《综
合素质测试》。财务类岗位增设财务专业考试，
科目为 《财会专业知识》，考试时间为 12 月 13 日
下午 2:00—4:00。
根据报考人员笔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
13 的比例确定拟面试对象。面试主要考察报考
人员适应实际岗位要求的综合素质。考试总成绩
100 分，为笔试总成绩×50%＋面试成绩×50%。根
据考试总成绩，按招聘岗位 11 的比例从高分到
低分确定参加体检、考
核对象，体检对象名单
公开招聘岗位详情
届时在相关网站公布。
请扫二维码
市人力社保局提
醒，本次招聘笔试不指
定复习参考用书，市人
力社保局不举办也不委
托任何机构开展针对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的
辅导培训。

我市新增
11 家 3A 级景区镇
本报讯 （记者 冉梦蝶） 近日，记者从温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乐清市柳市镇、北白
象镇、虹桥镇，
瑞安市平阳坑镇、塘下镇，
永嘉县巽
宅镇，文成县公阳乡、周山畲族乡，泰顺县司前畲
族镇、雪溪乡，苍南县藻溪镇等 11 个镇（乡、街道）
被评为浙江省 3A 景区镇（乡、街道）。至此，我市共
创建景区城 2 个，景区镇（乡、街道）20 个，全域创
建步伐加快。
省级景区城、景区镇（乡、街道）创建分别以县
（市、区）、镇（乡、街道）为建设范围，
打造一批文化
禀赋底蕴深厚、人居环境优美和谐、休闲产品丰富
多元、公共服务配套完善、综合管理保障有力的宜
居、宜业、宜游的区域。
此次当选的 11 个镇（乡、街道）纷纷突出特色
创建，以景区配套、产业联动、特色产品、业态
创新为途径，打响小镇文旅品牌。比如柳市镇在
工业底图上描绘全域美景，积极打造乐清智能电
气小镇旅游区；瑞安市平阳坑镇则凭借深厚的木
活字印刷文化底蕴，打造非遗主题小镇；泰顺县
司前畲族镇则侧重发掘畲乡文化，涌现出月·蓝
舍、山里人家、源之谷书香闲居等一批精品民
宿，已初步形成民宿集群产业链。
据悉，我市力争 2022 年创成省级全域旅游
示范市，全市 70%以上的县（市、区）达到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标准，100%的县（市、区）的城区创
成省级景区城，80%的镇（乡、街道）成为景区镇
（乡、街道）。

司法护航廊桥文化遗产
泰顺法院聘任首批专家

首批“绿心奖”
获得名单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鹿城时尚推手宣讲团
鹿城区滨江街道办事处
鹿城区分类办徐海文
龙湾区永兴街道下兴村村委会
温州福昌环卫设备有限公司
瓯海区三垟街道南仙社区
温州中回再生资源回收科技有限公司
永嘉县分类办汤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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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在活动现场与温籍演员陶慧敏合影。

温州首个垃圾分类流动科学馆昨开展

“从游戏中学分类，太有趣了！
”
本 报 讯 （记 者 卓 扬 通 讯 员 姜 智
来寄语”墙，高三生小许在明信片上写下
勇）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温州市“垃圾分类 “愿温州未来更美好！”
投入到邮筒里。
全城助力”公益行动中，由本报与温州市
“小魔盒”的魅力，昨日一度让人玩到
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设计、制作的
“四分小 “根本停不下来”，门口安保人员只能控制
魔盒——垃圾分类科学馆”
正式亮相，
吸引
人流量，以每批 15 人为限。来自鹿城区的
了众多市民的眼光。
垃圾分类志愿者汪浩军特别申请成为“小
方方正正的“四分小魔盒”
昨日出现在
魔盒”
的讲解员，
为前来游玩的小朋友们做
白鹿洲公园北入口处，
这是温州首个以垃圾
游戏规则解说。从下午 2 时至下午 6 时，
该
分类为主题的流动性科学馆，
由两个集装箱
馆吸引游客共计 20 余批次。
“变废为宝”
改造而成。占地面积共计 36 平
接下来，随着本次公益活动不断走入
方米，
共包含了6项分类互动小游戏，
能让人
社区，
“四分小魔盒”将不断在市民家门口
一站式
“玩转”
垃圾分类、
知晓垃圾分类。
出现，
展现它的迷人魅力。
“小魔盒”
拥有非常实用的寓教于乐功
能——它以浅绿色为底，
辅有蓝、红、绿、灰
四种颜色，
寓意垃圾要
“四分”；
其地面是一
个大型数字棋，游客在扔骰子、
跳格子的过
程中就能了解垃圾分类的运送、
处理过程；
有
一台垃圾分类测评机，
可以玩垃圾分类
“电子
考试”
；
有瓶子发光墙，
每一个瓶子代表一种
垃圾，
只要插对了种类，
就可以亮相对应的颜
色光亮……最有意思的是外立面的
“四分类
篮筐”
，
吸引着游客们不断把代表着各种垃圾
的篮球投到相对应颜色的篮筐里。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从游戏中学分
类！”市民李女士说，她带着孩子在垃圾分
类测评机前玩了半个小时，感觉自己就成
为专家了。
“ 废旧灯管的球要投到有害垃
圾，
塑料瓶的球要投到可回收物，
我都投对
了！这太有趣。”小学生吴炜豪很是自豪，
在“四分类篮筐”前，他和小伙伴玩起了分
小记者在“小魔盒”中玩“垃圾分类”
类投篮赛，说自己“根本停不下来”；在“未
翻一翻游戏。
郑志胜 摄

泰顺国保廊桥毓文桥。

翁卿仑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汉祥 通讯员 泰萱） 前日，
泰顺县廊桥文化遗产保护司法协作机制签约仪
式暨泰顺法院廊桥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专家库专
家聘任仪式举行，包括大学教授、文博专家、廊桥
建造技艺传承人等在内的 16 名专家成为首批泰
顺法院廊桥文化遗产司法保护专家库成员。
泰顺是中国廊桥之乡，现存古廊桥 33 座，已
经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21 座，其中国保级 15 座、省
级 4 座。近年来，在廊桥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共
同推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廊桥周边
建筑风貌不协调、群众保护意识薄弱等等。
为了让这一宝贵遗产从司法层面得到保护，
泰顺法院积极发挥司法职能作用，推动开展廊桥
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工作。该院联合检察院、公安
局、文广旅体局签署了《关于建立廊桥文化遗产
保 护 司 法 协 作 机 制 的 实 施 意 见》（简 称《意
见》）。根据《意见》，各协作单位将在打击涉廊
桥文化遗产违法犯罪活动、处理涉廊桥文化遗产
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以及在宣传、研究等领域深
入开展协作；指定联络员实时通报、召开联席会
议定期通报相关工作情况，实现信息共享，按需
进行专题会商；开展协作办案，共同做好涉廊桥
文化遗产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不定期联合召开主
题研讨会，共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