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闻最新闻4 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苏盈盈 ▏编辑 金汝

本报讯（记者 钱枫枫）日前，玉海街道各基层

站所积极响应号召，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

优良传统，为已逝“最美温州人”胡小丽的遗孤开

展爱心募捐等系列活动，总计筹集爱心款 250710

元。

2014 年 10 月 1 日，市风荷幼儿园老师胡小丽

在温州瓯江边勇救一名 8 岁落水男童后，不幸遇

难。胡小丽舍己救人的事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她被追授为“最美温州人”、“温州好人”等称

号。

2011 年，胡小丽的丈夫因病过世。胡小丽遇

难后，年仅 13 岁的女儿冰冰成了孤儿，由年迈的

爷爷、奶奶抚养。由于家庭欠下大额医药费，家庭

入不敷出、生活困难。

今年 6 月，玉海街道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倡议大家伸出援助之手，用爱心为冰冰点亮

希望的灯。

安阳教育学区及各所中小学校捐款 4 万多

元、街道全体机关干部捐款 3 万多元、天瑞房开捐

款 3 万多元、市慈善总会捐款 1 万多元、农工党瑞

安总支捐款 1 万多元⋯⋯爱心汇集，温暖着冰冰

一家人的心。希望这些爱心能够帮助冰冰一家渡

过难关。

捐助途径：瑞安市慈善总会账号：1203 2811

1906 4202 982（工行安阳分理处），汇款时请务必

注明：玉海“0225”爱心慈善基金（胡小丽救助款）。

“截”污染源头
确保标本兼治

治水先治污，只有从源头上切断污

染才能标本兼治。因此，玉海街道坚持

从源头上抓治污，做好“截”文章。

根据前期排查工作，位于该街道范

围内的环城河共有排污（水）口 546 个，

包括490个雨水口和56个雨污混合口，

其中 56 个雨污混合口已经全部整改完

毕。

自今年 2 月底以来，该街道重点对

东塔大厦、天成小区、心兰苑、菜巷、广

场路后街、玉海楼道院前街周边等区块

实施截污纳管，现完成 1010 户污水接

管，实施管道雨污分流。

同时，该街道根据实际情况，在丰

湖河、东濠河、两面河等两岸设置长 1.6

公里的挂管，接纳 106 户民居的生活污

水，做到所有排放口晴天无排水，有效

杜绝沿河民居生活污水直排入河。

同时，该街道积极谋划 2 个片区大

团块截污纳管改造工程：松涌河周边地

下管网整治工程、滨江望江片区截污纳

管工程。

“我们通过前期调查发现，松涌河周

边的管网主要存在雨污混接、破裂，沿河

截污管排水不畅导致污水直排入河等情

况，直接造成松涌河水体污染。”街道治

水办主任万丽明告诉记者，该街道在松

涌河周边东至商城大道、南到解放东路、

西起虹桥北路、北临瑞湖路共0.57平方

公里区块内改造截污纳管工程。目前，

该工程已经进入招投标程序。

万丽明介绍，滨江望江片区截污纳

管工程范围东至瑞祥大道、南到滨江大

道、西起虹桥南路、北临瑞光大道和沿江

东路，目前该工程处于施工图审查阶段。

“清”淤泥污垢
缓解“剿劣”压力

河床淤泥会释放较多污染物，对河

道水质产生较大影响。该街道多管齐

下做好“清”工作，聚焦河道清淤与畅

通：山前河商城段总长 648 米，街道投

入 29.8 万元开展清淤工程，今年 5 月底

已经完工，清淤 4300 多立方米；清理

1827 个化粪池，已清运 800 多车，极大

地缓解了环城河“剿劣”工作的压力；专

门购买4只橡皮艇，配备4名保洁人员，

与负责环城河日常保洁任务的河道管

理所一起，实施交叉保洁，确保辖区内

环城河河面无漂浮物和垃圾。

该街道还多次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防止餐饮等服务业单位的废水直排入

河。截至目前，共排查 592 家餐饮单

位、327 家美容美发单位、8 家洗车单位

和11家洗涤单位，发放整改通知书120

份。对拒不整改落实的服务业单位，街

道牵头联合市场监管、环保、行政综合

执法、卫生监督等基层站所开展联合执

法行动。目前，沿河的 30 家餐饮单位、

6家美容美发单位、8家洗车单位、11家

洗涤单位已经按照行业标准和要求，全

部落实整改。

狠抓“宣”和“严”
“剿劣”效果显著

与沿河住户签订近千份“亲水、护

水、爱水”承诺书，举办 5 场“百人千场

治水大宣讲”大型讲座，组织近 500 人

携手弘德公益服务中心开展大型游行

宣传活动并签名承诺，在湖滨公园和沙

堤社区文化礼堂举办多次演出、晚会

⋯⋯玉海街道通过系列文化宣传活动

助力“剿劣”行动，充分调动群众护水的

积极性，把看起来抽象、模糊、复杂的治

水工作，变成一项看之能懂、听之能做、

乐于参与的事情，推动治水工作由政府

治水向全民治水转变。

今年以来，该街道还在“严”上狠下

功夫，建立考绩考核制度，采取日常督

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方法，将考核结

果计入街道总考绩考核的分值，街道班

子成员、机关干部、基层站所、社区（村）

干部实行同责同考。该街道每月组织

一次专项督查，由街道人大工委牵头，

街道主要领导、纪工委工作人员、人大

代表、党代表、居民代表等参加。同时，

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对行动迟缓、严重

影响工程进度的、被媒体曝光的，该段

河道流经的社区（村）和责任人取消评

先评优资格。

■记者 钱枫枫

两台大型石英砂过滤设备不停地运转，不断“吞”下池塘里的污水。污水经过强力过滤去污后，变

成潺潺清水流入池塘里。

这是日前记者在市区玉海楼内看到的一幕。据悉，这个池塘是玉海街道辖区内唯一一处小微水

体，两台污水过滤设备“入驻”玉海楼已经 1 个多月时间，每小时分别过滤约 50 吨污水和 10 吨污水，

40 个小时就可以将 2 个池塘的水更换一遍。眼下，玉海楼池塘水质有了明显提升。

这是玉海街道剿灭劣 V 类水工作的一个缩影。自我市启动“剿劣”工作以来，玉海街道紧紧围绕

浙江省、温州市及瑞安市的决策部署和落实白岩桥站位“剿劣”工作要求，明确责任，创新举措，强化与

相关部门的合作，打好“截”、“清”、“宣”、“严”组合拳，确保“剿劣”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今日玉海】

截污水，清淤泥，重宣传，严纪律

玉海街道打出“剿劣”组合拳

【云江廉潮】

玉海街道开展
募捐活动
汩汩爱心温暖

“最美温州人”胡小丽的遗孤

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共同打造至美瑞安共同打造至美瑞安

剿灭劣剿灭劣VV类水类水————

从纪检“门外汉”
到“业务通”

记者探访何夏梦时，她坐在病床上，埋

头点击手机键盘。“趁现在有空，先把第二

季度纪检工作汇报材料写了。”她说。

熟悉何夏梦的人都说，她是一位工作

狂，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碰上棘手的案

子，几天几夜连续作战也是常事。

在同事的眼中，何夏梦是一部“活字

典”。遇到业务难题向她请教，准能得到满

意的答复。

可就是这样一位业务能手，6 年前还

是纪检监察工作的“门外汉”。

何夏梦出生于1968年，是陶山人，曾担

任妇联主席、统战委员、办事处主任等不同岗

位，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基层工作。2011

年5月，她调任南滨街道纪工委书记，成了一

名纪检干部。

南滨街道刚设立时，纪检工作千头万

绪，而刚就任的她对纪检监察工作还有些

陌生。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各项事宜梳理

清晰，碰到“疑难杂症”，就向单位和市纪委

的业务能手请教。从一个纪检“门外汉”，

她逐步成长为“业务通”。

打铁还需自身硬。她总是说：“监督别

人是我的职责，我接受别人监督也要成为常

态。只有对自己严格要求，才能经得住别人

的监督，更好地发挥纪检干部的作用。”

何夏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早上6时起床，坐半小时公交车，7时20分

左右抵达单位，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

几乎每个工作日，她都会提早“开工”，以

“正人先正己”的工作作风，树党风廉政“标

杆”。在考勤纪律考核中，何夏梦的出勤记

录一打出来，同事们纷纷为她“点赞”。

是纪检干部，
也是“和事佬”

接待群众来访，妥善处理群众诉求，是

纪检干部的重要工作。

何夏梦刚担任街道纪工委书记时，就

碰到一件信访案件：当地某村的几十个村

民围在她的办公室，反映村集体解困房分

配过程中，存在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

等违法违纪问题。

由于案件时间跨度长、情况错综复杂，

调查难度颇大。

“刚开始，上访对象对纪检人员抱着将

信将疑的态度，认为我们会包庇村干部，因

此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施加压力。”何夏梦

说，只有查清事实，让真相大白，才能给上

访群众满意的答复。

经过1个多月的充分调查、核实，最后

被举报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事

情并未就此平息，村集体10多年前已经收

取30户村民解困房指标的押金，解困房指

标的问题依然存在。

何夏梦通过与村“两委”成员、当事村

民多次协商，终于以适当补偿方式彻底解

决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事后，上访对象

送来锦旗。

类似的事情，何夏梦还做了很多。

去年，南滨街道某村民认为农村集体资

产分配不均，进而上访。“按分配方案规定，

40周岁以上且未婚的对象可以享受2份人

口补偿金，我符合条件，为什么没能享受这

个福利？”上访对象说话时，情绪十分激动。

经过调查，何夏梦了解到，该上访对象

确实是 40 周岁以上，但已经离异，村里以

离异人员不符合补偿款领取标准为由，拒

绝他的请求。

考虑到该上访对象膝下无子女，情况

特殊，何夏梦就此事与村干部多次交涉，最

终为他争取到补偿款。得知他曾因头部受

伤留下后遗症，何夏梦带他到市第五人民

医院开证明，为其申请办理了低保补助，现

在他每月可以领到900多元救助金。

至此，案件得到圆满化解。

“处理棘手案件，需要极大的耐心，还

要有巧妙的办法，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设身

处地为他们着想，才能化开各方的‘心

结’。”何夏梦说。

是铁面执纪者，
也是党员干部“娘家人”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纪检监察人往往

与铁面执纪、“唱黑脸”等词语挂钩。的

确，面对违纪人员，何夏梦时刻保持着铁

面。迄今为止，她已着手处理 50 多名违

纪人员，有效震慑党员干部醉驾、赌博等

违纪行为，近年来多次获得温州、瑞安级

先进个人称号。

不过，纪检监察人身上也有温情的一

面。6 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历，让何夏梦

深刻认识到：“纪检干部不仅要铁面执纪，

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更应该

是保护合法权益的‘娘家人’。”

2013 年 7 月份，南滨街道村级组织换

届工作即将开始，某村里却贴出“大字

报”，罗列时任村干部“罪状”，还有人将实

名举报信送到街道纪工委。

当时，该村集体安置留地建设项目正

进入招投标阶段和安置房认购阶段，需要

村干部全力以赴开展工作。不明真相的

村民对村干部指指点点，导致村干部无法

全身心投入工作。

到底真相如何？街道领导高度重视

此事，要求街道纪工委以最快的速度调查

情况。何夏梦立即带领同事，深入相关部

门调阅材料，查看村里所有会议记录、村

集体账户资金收支情况、上级有关批准文

件及其他相关物证、书证，询问人证。仅

用了 1 个多星期，他们逐条核实信息，并

得出初步结论：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全部失

实。

举报人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无意中说

了一句：“村集体工程项目不让我做，我就

不满意。”

这句话让事情更趋明朗——所谓的

“大字报”、罪状，可能是有人造谣。

通过什么方式和渠道还村干部一个

清白，平息村民的议论？街道主要领导决

定召集该村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在支部

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上予以澄清，还

原事实真相。当天下午，村干部马上召开

村“两委”会议，部署落实下一步工作。

连续加班引发脑血管阻塞，南滨街道纪工委书记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何夏梦：纪检监察工作是一份甜蜜的事业
■记者 陈丹丹

6 月 18 日凌晨，南滨街道纪工委书记何夏梦正在单位里值夜班，突然感觉腿脚麻木，说话含糊。她被紧

急送往市人民医院，医生诊断为脑血管阻塞，所幸送医及时才没有大碍。

记者了解到，何夏梦病发前忙着催缴党员干部的违纪款，连续 7 天不曾回家。连续上夜班超负荷工作，

导致原本患有高血压的她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有人说，纪检监察工作是一把剪刀，专‘剪’党内腐败分子。但对我来说，纪检监察工作还是一份甜蜜的

事业。”日前，记者跟随市纪委工作人员一行探望何夏梦。她的一席话，道出了纪检监察人的“酸甜苦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