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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连日来，在稠江街道柯村的村道上，
“线乱拉”整治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工作人员通过对部分通信、广电等架空
线缆实行共杆共建，及时拆除重复杆、多
余杆，并统一标志。同时对主要道路强弱
线网实行“上改下”后，杂乱的线路网将
变得整齐有序、美观协调。

甩开膀子干在一线、加班加点破
旧建新，这样大干快上的火热场景，
只是稠江街道美丽城镇建设的一隅。
今 年 以 来 ，稠 江 街 道 围 绕 线 乱 拉 治
理、城镇秩序、镇容镇貌、基础设施长
效运维等方面，挤时间，提效率，抢进
度，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
书写美丽稠江建设新篇章抹上秀美
底色。

多管齐下 改善城镇秩序

如今，稠江街道的主街道上、背街小
巷里不再有杂乱的空中“蜘蛛网”，人来
人往的村道旁边也不再有飞线、废线和
密集突兀的通信电线杆，这得益于稠江
街道开展的“线乱拉”专项整治行动。

“在去年整治的基础上自我加压，整
治力度从城镇区块向农村延伸。”稠江街
道建设办相关负责人说，街道委托第三方
公司，整合四大运营商，前期先对经发大
道两侧、官清畈村、高庚村、柯村、下柳进
行整治。目前，经发大道两侧、官清畈村、
高庚村共整治259处，拔除空头线杆20余
根。柯村、下柳等点位整治正在有序进行。

对照美丽城镇建设的要求，稠江街
道在人居环境整治上下功夫，强化动态
管理，开展占道经营、乱停车等城镇秩序

整治。在整治过程中，采取“即查即改、限期
整改、方案整改”等销号式整改方式，全面
清理各类问题。各村社根据不同阶段问题
排摸清单，进行集中整治、逐一销号，并在
限定时间内完成，积极动员党员干部群众
等力量，用好微网格治理单元，组织“找茬
队”不放过任何一个死角。

结合创建 提升城镇环境

按照统一部署，大力推进“两定四分”
模式投放点建设，全面完成辖区内147个

“两定四分”投放点建设；对实施垃圾分类
小区老旧桶进行回收，淘汰不满足清洁运
输、分类运输的低端垃圾运输车辆……今
年以来，稠江在垃圾分类上狠下功夫，实效
助推美丽城镇建设。

“美丽城镇不只是小城镇环境综合整
治的升级版，更是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现
代版。”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建
设“美丽城镇新样板”目标，今年以来，稠江
进一步提升城镇品质，在垃圾分类、门前五
包、基础设施等内容上进行改造提升。

为让城镇“颜值”更上一层楼，近段时
间，稠江开展了城市家具大排查大整治，相
关职能部门、街道科室、共建委制定排查计
划，围绕整治内容部署排查、整治、清理和
长效常态管理等相关工作。各村社通过日
常巡查摸排，依托“党建+单元”作战体系，
对存在破旧、污损、缺失等问题的城市家具
及时督促相关部门清理、修复、更换。

行动中，更换破损公益广告 1000 块，
制作更换灯杆公益广告 45 处，对辖区街
头绿地进行提档改造，并对楼道乱堆放、
牛皮癣、楼道设施进行整治；对照安全文
明施工标化工地标准，对街道在建的 13
个工地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和文明标化施
工检查；排查整改基础设施破损问题 800
余处。

“稠江不仅要在‘形’上改造，更要在
‘魂’上升华。”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立足于稠江的历史人文底蕴与产业
基底，聚焦城镇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围
绕“五美”建设，为打造整洁、优美、有序的
城市环境“添彩”。

出实招、动真格助推美丽城镇建设

用心擦亮“美丽稠江”底色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本报讯 日前，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召开，分析研判了当前森林防灭火面临的严峻
形势，全面安排部署今年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市
领导姚宇骏在义乌分会场参加会议。

当前已进入秋冬季防火期，火灾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会议指出，各地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各级森防指组织指挥
体系，压紧压实属地领导责任、部门管理责任和林草经
营单位主体责任，扎实做好防大火、救大灾各项准备工
作。加强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和旅游高峰期火灾风险防
范，紧盯重点人群、重点区域，强化源头管控，完善应急
预案，靠前部署力量，及时发现处置早期火情。提升科
学安全扑救能力，保障应急扑救人员安全。完善法规规
划制度，加强人员、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森
林草原火灾综合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

全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

压实责任全面排查
整治风险隐患 9 月 20 日，城市有爱公益慈

善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来到苏溪
镇塘头应村，为村里老人提供理
发、按摩、修鞋等各类生活服务。

“尽我们所能去帮助老人，使
爱心助老行动落到实处。”城市有
爱公益慈善志愿者协会负责人宣
彩芳说，在9月慈善月期间，志愿
者将奔赴各个村开展关爱老人的
服务，为老人提供缝补衣服、补
鞋、推拿按摩、义诊、理发等服务。

图为：志愿者为老人按摩。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摄

老人乐享
志愿服务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今年9月14日至20日是国
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陆港集团以此为契
机，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深入开展网络
安全宣传，致力打造网络安全“小窗口”。

9月14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
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义乌市网络安
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陆港电商小镇举
行。启动仪式上，通过上演网络防诈骗小
品《局中局》、模拟黑客网络攻击等方式，
给现场200多名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网
络安全课。同时，义乌市电子商务促进会
向全市直播电商从业人员发起诚信自律

《倡议书》。活动现场干货满满，两场专家
讲座让与会者获益匪浅。从事物流行业
多年的徐群丰感慨道：“网络安全、诈骗
也时有遇到，网络安全周活动让我对网
络安全有了更深的了解，很有意义。”

据了解，陆港集团依托物流、电商、

口岸等平台资源优势，携手网络安全“独角
兽”企业奇安信科技集团，率先探索布局

“互联网+”项目，致力开展便捷化、专业
化、智慧化的网络安全运营服务，为义乌经
济社会健康发展构筑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
屏障。

据陆港信息公司负责人介绍，通过开
展网络安全处置演练、安全专题讲座、走访
企业解网络安全疑云、业务应用场景针对
性的提醒等活动，串联起陆港信息公司和
奇安信的合作，又在实践中提升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

记者在陆港信息公司了解到，此次网络
安全周活动丰富，形式多样，不仅通过线上线
下载体全方位宣传，还举办了网络沙龙，开展
了校企合作，加快网络安全人才的培养。

9月17日上午，一场以《信息时代，携
手共筑安全长城》为题的网络沙龙，座无虚
席。针对现场提出的“如果黑客来进行攻击
网络直播，我该怎么来防护我的直播网络

线路？”等问题，奇安信反诈骗中心资深专
家黄曦一一做了解答：“发物流，扫码付款
前，要看清楚，注意识别钓鱼网页。”“提货
单号、订单信息注意保密，谨防冒用信息退
税诈骗。”……

当天，陆港信息公司与浙江省机电技
师学院正式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书。现场采
用线上直播方式，开展网络安全意识系列
培训，覆盖全校5000余名师生。“学校教学
不仅仅是由学校老师来承担，更多的是要
引入奇安信等网络安全专业人才。”浙江省
机电技师学院副院长朱旦标在谈到校企合
作时说，网络安全人才重要特点是实战性，
要做到“战场培养”，这样更有利于学生成
长、成才。

下一步，陆港集团将继续深入开展网
络安全宣传活动，不断优化网络安全设施，
加强网络安全宣传引导，营造文明安全的
网络环境，为建设“重要窗口”全力做好网
络安全保障。

陆港集团携手浙江奇安信

打造网络安全“小窗口”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日前，由义乌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主
办，陆港电商小镇承办，浙江
省专家库财务专家、注册税
务师和会计师杨晓娴主讲的

“创业初期如何解决遇到的
三大棘手问题”创业沙龙活
动，在陆港电商小镇党群服
务中心举行，共有 50 多位企
业代表到场聆听，共同探讨
创业问题解决办法。

“注册资本不到位，借款
利息能不能扣除？”“子女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每个子女每月
多少？”“不患寡而患不均，如
何让贡献和收获成为正比？”
针对现场企业主提出的有关
问题，杨晓娴一一解答。同时，

从“人”“资”“税”切入剖析真
实案例，结合初创基本情况分
析了“单枪匹马闯江湖”和“合
伙经营”的优势与短板。

义乌市妃兹进出口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赖长明说：

“这次沙龙活动解决了我在
创 业 初 期 所 存 在 的 一 些 困
惑，了解在办理公司相关证
明登记时注意的事项，让我
对今后的创业路有了更明确
的方向。”

记者了解到，这是今年陆
港电商小镇举办的第 3 场“义
乌创业季系列活动”，旨在围
绕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税务政
策等知识，帮助园区企业答疑
解题，促进企业间的沟通交
流。据悉，系列活动举办以来，
有200余名创业者从中受益。

陆港电商小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一直致力于给为梦
想奋斗的创业者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希望在创业路上最有温
度的陪伴。今后电商小镇将常
态化举办沙龙活动，为创业者
们提供交流平台，在创业故事
和经验的分享中出主意、享资
源，共同助力义乌电商企业稳
健发展。”

作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
地，陆港电商小镇统筹打造党群
服务大厅、孵化中心、人才中心、
电商云数据中心、电商展示馆五
大电商服务功能板块，帮助企业
解决办公、仓储、员工公寓、党群
服务、电商孵化、会议、培训、产
品供应链、金融、法务、网络通
信、生活配套等一系列围绕电商
全产业链、生态链上的需求。

助力“菜鸟”赢在起跑线

陆港电商小镇举行创业沙龙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9月17日，由金华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
委主任陈雷红带队的调研组来我市，就《金华市城市绿化
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开展立法调研活动。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傅春明参加。

座谈会上，结合单位职能和义乌本地实际情况，与会
人员踊跃发言。立足基层绿化建设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大家重点围绕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法律
责任等内容进行热烈讨论，对《条例》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表示，《金华市城市绿化条例（草案）》对促进
城市绿化事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具
有重要作用。开展相关立法调研是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使立法更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高
立法质量，增强立法实效。调研组对相关部门负责人、部
分金华市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肯定，认为各方
面的意见建议是多年来大家在城市绿化建设和管理中的
经验总结，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为进一步完善

《条例》提供了依据和参考，确保了审议质量。下一步，调
研组将认真梳理各方意见建议，深入分析研究调研中发
现的问题，充分借鉴采纳征求的意见建议，确保《条例》更
符合工作实际、更具可操作性、可执行性，确保立法的合
理可行，做到务实管用，为金华市园林绿化工作提供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连日来，有市民反映:江东街道西陈
村整体环境情况欠佳，有的村民在花坛
里种菜；有的村民房前屋后乱堆乱放；更
有村民散养鸡鸭等，希望相关部门能引
起重视，督促治理。

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昨日上午，记者
来到西陈村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市民
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花坛变菜地

在西陈二区33幢、28幢、23幢相连
着一排房子的花坛里，有番薯、空心菜、
秋葵、苋菜、青菜等蔬菜，虽然面积不大，
但在花坛上散种蔬菜，破坏了花坛的美
景。而在27幢的花坛里，一块黑纱盖着
菜地，边上用竹子压着，着实煞风景。

走近花坛，只见里面有电线杆、水

桶、牛奶盒等杂物。更有甚者，将生活垃
圾直接倒在花坛里。同样的问题不止一
处，记者在西陈二区45幢1单元的花坛
上也看到类似情况，鸡蛋壳、黄瓜皮、柚
子皮等生活垃圾直接扔在花坛里。

除了花坛乱象之外，西陈村居家养老
中心门口自产自销摊点管理也很不规范。上
午11时，七八位大爷大妈还在这里叫卖自
产蔬菜，而规定的营业时间是上午6:00——
8:00；下午17:30——19:00。

环境卫生堪忧

除了花坛乱象，房前屋后乱堆乱放，
在西陈村也普遍存在。

西陈二区 27 幢，八九只木箱、西陈
二区27幢，一堆沙子、西陈三区47幢，废
旧的自行车和电风扇扇叶、西陈三区37
幢1 单元，一辆僵尸车……绕着整个小
区转一圈，发现村民还是习惯“随手放”，
与拔地而起的楼房显得格格不入。

此外，记者还发现有村民在鸡鸭散
养。西陈三区3幢1单元旁边，有两处未
旧改的房子。在两处老房子之间，十几只

鸭在水里嬉戏，八九只鸡正在路边觅食。
“这是村民养的，白天放出来，晚上关

到老房子里。”村民陈阿姨无奈地说，都是
街坊邻居养的，不好意思发表意见。

加强整治力度

西陈村的环境为何如此堪忧呢?记者
采访了江东街道钓鱼矶社区书记王来潮。

他说，西陈分一区、二区、三区和五区，
本村人口1100余人，而外来人口达6000余
人。村内也因此“入驻”许多商店和加工厂，
环境卫生的整治就成了一大难题。“整治工

作一天没有停过，但需要一个过程。”王来潮
说，流动人口多，一些人缺乏卫生意识，习惯
乱扔垃圾。目前光扫地的人员就有35名，每
天四点就开始工作，但效果不太明显。

至于鸡鸭散养问题，王来潮说:“已通知
社区工作人员去处理，散养的鸡鸭让农户
圈养起来，尽快处理。”

“人居环境整治，三分靠整治，七分靠
管理。”王来潮坦言，西陈村的整治工作天
天在做，但整治效果并不明显，接下来社区
将加大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进一
步改善村居环境。

西陈村:环境卫生乱象多
特别关注

金华市人大调研组
来义开展立法调研

花坛内种着青菜。花坛内各种生活垃圾。

（上接第一版）
创客村刚招商之初非常不顺利，许多商户都抱着观

望的心态。2017 年，豌豆花饭店的老板来村里参观后，
对李祖的客流量没有信心，不敢在村里投资。为了留
住这块“金字招牌”，村民决定给饭店众筹，30 多个村
民共凑了 50 万元，村民们的诚意与智慧深深打动了老
板，并成功留住了第一批上门的投资人。现在饭店生
意十分火爆，到了节假日必须要预约就餐，而村民们
的投资也早已得到回报。许多其他创客看到这家饭店
的成功实践，也纷纷入驻。现在的李祖村，有着素食餐
厅、小龙虾饭馆、烤肉店……餐饮业迅速发展，带动其
他业态不断扩充。

2019年，李祖村完成了居家养老中心、广场夜景灯
光等11项工程建设，实现了东山土地经营性上市，并先
后引进了衔泥小筑、生机花园、弓道练箭场等21家创客，
涵盖了餐饮、文化、园艺等各领域，投资亿元的宝芝林农
旅项目已落地开工。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李祖在激活“夜经济”上大做
文章，平均每月举办“露天音乐会”“旗袍秀”等各类活动
近十场，并通过网络直播吸引大量人气。“村里的人有钱
赚，大家来村里玩得开心，这就是我们李祖村实实在在的
小康。”村民们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