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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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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启动以

来，县城市管理局对照“杭州模

式”梯队覆盖要求，强化工作举

措、提高服务标准，多措并举推进

城区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居民对

垃圾分类工作的参与度和知晓

率，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为切实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县城市管理局按要求完成环卫机

构改革和职能划转后，迅速启动

垃圾分类筹备工作，成立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并抽调工

作人员成立工作专班，具体负责

城区垃圾分类日常工作开展，专

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出台下发

了《关于深化推进城区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的通知》和《淳安县治理

固体废弃物工作专项考核办法》

等政策文件，明确工作目标和各

单位职责分工，确保垃圾分类工

作落到实处。

同时，县城市管理局对标市

对县考核要求，协同推进12个

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示范小区和

城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分类试

点工作，完成城区党政机关事业

单位垃圾分类业务培训全覆盖，

“一对一”逐个单位上门开展专

项检查，发放了抄告单185份。

今年，县城市管理局将继续以示

范街、示范小区为抓手，以点带

面，进一步打造多系列、多层次

样本，探索全县推进垃圾分类工

作经验。

为让垃圾分类观念深入人

心，养成规范的投放习惯，县城市

管理局多形式开展垃圾分类进单

位、进社区、进学校等宣传活动，

还利用社会机构、社区党员、志愿

者等力量通过社区宣传、入户讲

解、现场指导、活动指引、培训教

育的方式，发动更多的居民加入

“分类新时尚”行列。据统计，现

已开展了垃圾分类相关活动10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5万余份。

此外，县城市管理局将城区主要

街道F杆、电子播放屏、滚动屏均

已更换为垃圾分类工作相关宣传

内容，营造了浓厚的垃圾分类宣

传氛围。

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县城市管理局多措并举推进城区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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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勇担当 能作为

春节将至，我县城乡各地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枫树岭镇下姜村，火红灯笼映衬下的富丽小山村格外秀美，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幸福和
喜悦写在了村民的脸上，到处呈现出一派喜庆祥和。 记者 杨波 摄

记者
··

方婷婷
···

近日，2020年度政策、文化、

科技、卫生、法律暨雷锋广场志愿

服务活动在临岐镇仰韩村举行，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处处洋溢着

暖暖的温情和喜庆的气氛。

法律咨询、健康义诊、科普

反邪教、交通安全宣传……活

动现场，针对农村地区常见的

电动车安全隐患、日常法律纠

纷难题及老年人常见疾病防治

等内容，相关部门设置了多个

咨询服务点，为当地群众提供

相关服务。

“像这样下乡直面群众服务，

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为群众送法上

门，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群

众法律需求的重点难点，提升我

们的普法能力。”县司法局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除了带来发放的普

法宣传资料外，还为现场群众提

供了法律咨询服务。

“春光耀辉户纳千祥 吉星高

照家迎百福”“云涌吉祥风吹和

顺 花开如意竹报平安”……在活

动现场另一边，长桌排开，书法家

铺纸研墨，即席挥毫，一幅幅年味

十足、墨香四溢的春联“新鲜出

炉”，当地百姓拿到满载祝愿的春

联后个个喜笑颜开。

理发、按摩、配钥匙、磨剪子

……淳安爱之翼志愿服务队的

队长严嘉安正跑前跑后，忙得不

可开交。“送志愿服务下乡，不仅

是给老人和弱势群体提供一些

生活上的帮助，更重要是给予他

们精神上的关怀。对于我们来

说，志愿服务是一件乐行之事，

是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体现自己

的价值，收获更多的快乐。”严嘉

安说。

此次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这次‘五下乡’活动，我们希

望在为当地群众送上新春祝福的

同时，也将党和政府关注民生、造

福百姓的心声送到群众的心里，

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积极向上、温

馨和谐的氛围，共同迎接新春的

到来。”

“暖心窝”的服务送到家
多部门联合开展“五下乡”活动

通讯员
···

严一婷
···

记者
··

唐家凯
···

我县为期两天的“雷霆 20

号”暨“飓风19号”集中统一行动

正式收官。本次行动中，累计出

动民警、辅警673人，协调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210余人，发动网格

员、保安员及平安巡防志愿者

2170余人。

行动期间，县公安机关启动

治安岗亭及反暴卡口，严格落实

“135”快速反应力量，各派出所

结合辖区实际制定行动方案，联

动乡镇群防群治力量，全面加强

巡逻防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

大巡逻强度和密度，营造了舆论

氛围,形成了强大声势。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盘查人

员853人，检查水电油气单位34

家、商场广场36家；检查学校、重

点联网单位、涉危单位180余家，

网吧、旅馆、KTV等各类公共场

所180余家，破获案件2起，刑拘

1人，行政拘留1人；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2061起，其中工程车

处罚36起，酒驾3起。

“雷霆20号”暨“飓风19号”
集中统一行动收官

记者
··

杨奇
··

方婷婷
···

“感谢徐局长，人民的好干

部，新春愉快。——老方”

一条简单的拜年短信，却是

淳安县信访局时任副局长、现任

正局级信访督查专员徐志卫手机

中最宝贵的“珍藏”。尽管从事信

访工作已经第9个年头，经历丰

富，但当他与记者分享这条短信

背后的故事时，脸上的笑容和口

中的叙述，仍然显示着他对自己

这份工作的自豪。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上

半年，养殖户老方所租用的库湾

里，不少鱼苗发病死亡，已经长成

的成鱼也受到了影响，损失颇大，

老方始终认为是乡镇连接线道路

修建、改田造地等施工放炮、回填

土方导致的，于是多次向相关单

位反映，然而由于养殖鱼苗死亡

和施工放炮、回填土方之间的因

果联系较为复杂，赔偿责任一时

难以厘清，老方的诉求也没有得

到及时满足，焦急的他只好来到

县里上访。面对复杂的案情和焦

急的当事人，分管接访的徐志卫

不厌其烦，先后6次组织了相关

单位会商研究，还两次邀请律师

到现场查看，终于厘清了各方的

责任，帮助老方拿到了补偿，化解

了这起历时4年的积案。2017

年的正月初一，徐志卫收到了这

条让他倍感温暖的短信。

“人家常说我是群众的贴心

人，其实贴心都是相互的，这样的

贴心祝福和表扬肯定，对我们这

些处理信访工作的人来说，真的

是比蜜还甜。”无论是为农民工日

夜讨薪，还是帮退休老人争取政

策福利；无论是在田间地头日晒

雨淋，还是在谈判桌上苦口婆心，

在与记者分享许多类似的信访故

事时，徐志卫回忆的重点永远不

是这其中的苦难、纠结、辛苦，而

是问题解决前信访人的焦急、解

决中信访人的理解、解决后信访

人的喜悦和一次次的肯定与感

谢。

也正是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和人民群众对自己工作的“贴

心”，让徐志卫不仅尝到了信访工

作的“甜头”，更激发了徐志卫做

好信访工作的决心和智慧：在工

作原则上，徐志卫提出了“依法、

及时、就地、用心、借力”的十字

法，核心就是要以感恩心对党、公

仆心对民、平常心对己；在具体举

措上，不仅创新推行“翻箱倒柜积

案清仓”等工作机制，有效化解了

信访积案，还积极推动“信访超

市”和“信访代办制”的本土化、淳

安化，结合淳安实际创新信访超

市连锁、信访流动代办和乡镇长

热线电话，力争实现信访事项“最

多跑一次，不跑也能办”。

当记者问起为什么对信访工

作如此热忱和投入时，徐志卫告

诉记者：“信访信访，看似是被动

地在处理群众的‘访’，但根本上

是在主动地回应人民的‘信’，它

是一次对党委政府‘信任的访

问’。因此我们既需要在具体个

案的处理过程中为民解难，更需

要在共性问题的解决和反思上贯

彻好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为

党分忧，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对

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也才能

真正说自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以全心投入 守初心担当
——记第九届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徐志卫

记者
··

郑文彬
···

畅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

地融合发展。昨日，县委书记黄

海峰带着县四套班子和全县人民

的深情厚谊，走访慰问杭州警备

区和省预备役师，向全体官兵致

以节日的祝福、亲切的慰问和衷

心的感谢。

在走访慰问、座谈交流过程

中，黄海峰介绍了淳安2019年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他指出，过去

一年是淳安历史上极不简单、极

不平凡的一年，淳安在担当中作

为、在探索中实践、在压力中前

进，举全县之力推进临湖地带综

合整治，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综合

保护水平，生态底本更为牢固。

继杭黄高铁开通运行之后，千黄

高速、枫常线提速推进，杭淳开高

速纳入省高速公路规划，成功创

建“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基

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优势产业

持续壮大，新型业态崭露头角，全

域旅游纵深推进，“飞地”经济迈

出实质性步伐，产业转型步伐更

加坚定；大力推动电力、水利、通

信等设施建设，实施教育、医疗、

养老等一批民生实事，农村饮用

水达标提标工程加快推进，民生

事业更加厚实。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党的建设更加坚实。

黄海峰表示，新的一年，淳安

将以特别生态功能区建设为主线

和总揽，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破

旧立新，强化担当作为，加快推进

高标准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

生活、高水平创新，奋力开创具有

淳安特点的县域发展新路子。我

们将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武、预备

役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提升队伍

建设水平，更好发挥独特作用，共

建特别生态区、共享康美千岛湖。

杭州警备区、省预备役师和

黄海峰进行了深入交流，对淳安

人民的热情慰问表示感谢，对淳

安过去一年在环境保护、产业转

型、民生服务、社会稳定、党的建

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和

祝贺，并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加强

沟通、加深友谊、加大合作，关注

和支持淳安各项工作开展，共同

推动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

县领导赖明诚、胡拥波、余

飞，县人武部部长徐国斌参加走

访慰问。

畅叙鱼水情深 共促军地发展
黄海峰走访慰问杭州警备区、省预备役师

下姜年味渐浓下姜年味渐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