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普陀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利用滨港路
地理优势，用花箱布展街
景，根据不同路段的特色设
置不同类型的花箱，栽培金
桔、石榴等具有较高观赏价
值的植物。同时，海棠、凤
仙、夏堇等鲜艳花草的点
缀，让整个景观更加光彩
夺目，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记者 徐丽佳 诸葛晓
明 通讯员 唐友勇）

绚丽花景
扮靓滨港路

海 天
语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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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俞怡至 通讯员
庄敬）日前，白沙岛举行“东海渔嫂”
十大员成立仪式，现场还进行了“东
海渔嫂”十大员现场授旗仪式，为
“东海渔嫂”赋能、赋誉、赋权。

据悉，“东海渔嫂”是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和成功
经验，是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
理格局的重要创新。之所以称“大
员”，是突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
主人翁地位。“十”涵盖群众利益和
诉求的方方面面。

目前，白沙岛结合当地实
际，组建了富有白沙特色十支队
伍。分别为：东海渔嫂宣传员、
东海渔嫂调解员、东海渔嫂代办
员、东海渔嫂洁美员、东海渔嫂
城管员、东海渔嫂渔安员、东海
渔嫂禁毒员、东海渔嫂反诈员、
东海渔嫂助老员、东海渔嫂白沙
救护队。这是妇女群众参与社
会治理的重要探索。

朱晓燕是队伍中的一名东海
渔嫂宣传员。她表示，这次能加入

这支队伍，将为家乡建设发展，守
护一方平安献出一份力量。“我认
为妇女同胞的光和热不能仅仅局
限在自己的小家里，我们要积极参
与到更大的平台当中去、更广的社
会层面中去，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和
作用，不但要顾好小家庭，更要管
好大家庭。”朱晓燕表态。

“我们举行‘东海渔嫂'十大员
成立仪式，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为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白沙
经验，努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海岛

风景线中当好主角。”白沙岛管委
会社会事务管理科科长竺军明告
诉记者，渔嫂顶起了白沙半边天，
“十大员”队伍的成立使“东海渔
嫂”的主体意识得到激发，“妇女联
盟”的合力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
让妇女在社会治理乃至基层发展
的各个领域贡献力量。

下一步，白沙岛管委会还将根
据社会治理的工作需要，逐步拓展
“东海渔嫂”十大员队伍，推行“10+
X”模式，壮大队伍力量。

白沙“东海渔嫂”十大员成立

“为家乡发展守护平安贡献力量”

□通讯员 陈诗逸

创城是近年来我们生活中最
热门的一个词。创城使我们感受
到身边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六
横，过去臭气熏天、满地污水的农
贸市场变得干净整齐了，违章停
放的车辆变少了，斑马线上车辆
礼让行人逐渐形成风尚……六横
的变化，让每个生活在这方水土
的人，感受到了惊喜和欣慰,文明
之风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一
个六横人。

一年4次回舟山
一次一感叹

在杭州生活了8年的六横姑
娘施慧慧，趁着给朋友当伴娘的机
会，回六横看望爷爷奶奶和外婆，
顺便和朋友们小聚。一下大巴，她
就感慨：六横美了。

自 2012年去杭州求学毕业

后，施慧慧一直在杭州工作，往返
六横也是来去匆匆。“这次回来，我
陪奶奶去菜场买菜，发现菜场地面
比以前干净多了。马路新浇筑了
沥清路面，地面划的交通标示线也
非常规范。晚饭后和朋友沿着七
百亩畈散步，城市花海传来阵阵花
香，港城酒店的外立面灯光秀把六
横的夜晚点缀得格外绚丽。”施慧
慧惊叹道，六横这两年的变化实在
太大了！

除了肉眼可见的环境变化，交
通秩序的改变也让她惊讶。“那天
我要骑电动车去超市，出门的时候
我奶奶追出来拿了一个头盔给我，
让我遵守交通规则。”施慧慧说，峧
头城区每个交通路口都有交通协
管员和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在维
持秩序，城区车位也明显增加了很
多，停车越来越规范。不仅在城
区，连村门口也划了停车位，大多
数车辆也都按照规定停放到划线
区内。

自觉保持距离
“一米线”不再是摆设

近日，记者在普陀农村商业银
行六横支行看到，在保安的指导
下，客户戴着口罩在取号机前有序

取号后，随即在等候区等待办理。
“一米线”内只有一位客户坐在柜
台前办理业务。

“以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总
是无视‘一米线’，排队时人挨着
人。一人取款，几双眼睛在后面
或旁边盯着，客户写数额及输入
密码时都不得不用手遮挡着。现
在，人们的文明素质不断提高，在
银行等公共场合办理业务时，大
家都能自觉地在‘一米线’外等
候，我也终于能看到玻璃外的风
景了！”该行柜员沈东昊说，“一米
线”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它还
是一条“道德红线”，这条线是尊
重他人的具体表现，体现的是素
养和道德水准。现在，大多数市
民已意识到了设置“一米线”的意
义，这条线已不再是摆设，这说明
我们离文明越来越近了，这也是
创城带来的改变。

自创城开展以来，城市文明
程度和市民素质显著提高，不单
单只表现在“一米黄线”上，还表
现在对虚拟的“一米线”的尊重。
“比如我在办公室，操作手机银行
系统时，旁边正跟我说话的同事
会自觉转过去，这就是对我隐私
的尊重。这些都是创城以后，我
们城市更美、更文明的表现。”市

民郑先生说。

文明蔚然成风
出行井然有序

志愿者们穿着统一的红马甲、
帽子，手持交通文明劝导旗，配合交
警一起维护交通秩序，以积极饱满
的精神状态和友好亲切的善意提
醒，对逆行、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不
文明行为进行劝阻，维护着安全畅
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为大
家出行提供安全保障，这已经成了
峧头城区三个红绿灯路口的街景。

今年是志愿者周微丝站岗维
护交通秩序的第三年。“刚开始站
岗时，骑电动车的人不戴头盔，骑
得快的人横冲直撞的，年纪大的
阿公阿婆甚至不知道怎么看红绿
灯，我每次站在路口看着他们都
特别揪心。”现在骑车的人会主动
停在白线内，人人戴着安全帽，秩
序井然。

“那天下午站岗时，有个大叔
停下来以后又把车往左边防护栏
处挪了挪，怕挡了我们的路。”周微
丝说，虽然阿姨大叔们嘴上说创城
规矩多，可在潜移默化中，创城让
他们的生活习惯、交通习惯正在悄
悄发生改变。

农贸市场整洁了“一米线”不再是摆设 斑马线车辆礼让行人渐成风尚

创城使六横变美变靓了

本报讯（记者 陈跃 通讯员 张
瑜）“四代之内亲属能迁户口，让我
们小孩读书有了更多的选择，给我
们带来了方便。”近日，市民张信伊
来到区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办理
孩子的户口投靠迁入手续，张信伊
直接将孩子的户口投靠到了外曾祖
父处。

这得益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
施的《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新《规定》
放开了市内投靠城镇地区直系亲属

的落户限制，市内城镇四代以内直
系亲属都可以投靠。当天，在递交
了相关材料后，不到半个小时，张信
伊就拿到了新的户口本，成为我区
首位享受到这一福利的市民。

“未成年子女的户口迁移是日
常户籍业务中比较常见的一项，特
别是临近孩子上学之前。新《规定》
涉及的市内城镇四代以内直系亲属
都可投靠落户，让市民们对落户有
了更多的选择。”区行政服务中心公
安窗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市内城镇四代以内直系亲属都可投靠落户

户口新政更便民

针对部分创
城“顽疾”，沈家门
街道通过疏堵结
合、宣传与整治并

行的方式查漏补缺，展开常态
化、精细化管理，让文明习惯深
入居民心中，原本脏乱的老城区
如今焕然一新。优雅的环境可
以熏染人、塑造人，沈家门街道
从整治环境入手，只要持之以恒
抓落实，相信老城区定能开出文
明花。

老城区之所以容易“乱”，一
定程度上是因为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设施简陋、残缺，而人口密
度又相对较高。人们瞧着环境
不怎么样，难免多了些随意、少
了些珍惜，就会导致“破窗效应”
扩散。墩头社区兴建路769号
一带新安装了晾衣架，居民晾晒
需求满足了，之前存在的乱晾晒
问题顿时消失。这说明，通过改
善环境、优化服务，是可以逐步
改变陋习的。

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人们
的文明素养高低可以导致环境的
优劣，环境的整洁程度也同样可
以影响人们的行为表现。同样一
个人，在优雅的环境里会更加注
意言行举止，而在脏乱的环境里
则可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

乱丢烟蒂之类的陋习反弹。墩头
社区工作人员李陆莹说，现在居
民对小区环境越来越满意，也越
来越爱护了。这说明，优雅的环
境是可以塑造人的。

当然，好环境离不开常态
化、精细化维护。沈家门老城区
短时间内由乱变治，坚守岗位的
序化员、志愿者功不可没，他们
的随时清洁、及时整治维护了人
居环境的“保鲜度”。文明素养
的提升绝非一日之功，在很多人
尚未“习惯成自然”的当下，创城
来不得半点松劲和懈怠，否则就
很容易导致各种不文明乱象卷
土重来，到时候再“返工”就得花
费更大的精力。尤其是老城区，
每个小区、每条街弄都有具体情
况、具体问题，难以依赖“一刀
切”的集中整治，常态治理更要
靠广大社区干部用足绣花功夫，
充分发挥好“把关人”“瞭望哨”

“宣传员”职责，让环境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

用优雅的环境塑造人，沈家
门街道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让文明习惯深入人心”还须咬
定青山不放松。今年是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的决胜之年，大家都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才能积小
胜为大胜。

用优雅的环境塑造人
□大力

本报讯（记者 梁夏 通讯员 胡
静卫 贺琪豪）日前，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联合区公安分局突击检查武岭
湿地公园景观河道，查看河道周边
是否有违法垂钓现象。

当天，执法人员从武岭隧道东
港口沿着景观河道一路巡逻检查
时，在一桥洞内发现一名垂钓者。
执法人员当场暂扣了垂钓者的水
桶、网兜、钓鱼竿等渔具，并现场对
其进行了宣传教育和处罚。

在随后的检查中，执法人员未
再发现违法垂钓现象。东港街道城
管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刘会平介绍，
他们在这里配备了5名序化员，专

门负责对景观河道周边不文明现象
进行检查。“我们通过联合公安部门
进行不间断整治，现在总体情况相
比以前改变很大，市民文明意识也
逐步提升了。”

当天上午，记者在现场还看到
了正在巡逻检查的普陀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武岭湿地公园点位
长张道成。张道成表示，若发现河
道垂钓、洗涤等不文明行为，他们
也会对其进行劝离或联系城管部
门。“我们有专门负责河道清洁的
人员，每天上午下午都会巡逻一
遍，看到不文明行就会进行劝离，
维护湿地公园的良好环境。”

多部门联合整治河道违法垂钓

本报讯（通讯员 屠一琦）6月
28日，区红十字会“防溺水安全教
育进校园”公益培训走进育才小学，
这是区红十字会推出的校园应急救
护培训系列活动之一。

培训结合重庆潼南区米心镇童

家村8名小学生溺水身亡等案例，通
过现场互动方式，从发生溺水的原
因、现场救护技能、如何预防等方面
向学生教授防溺水以及溺水自救、
落水救助等知识和技能，以提高学
生紧急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防溺水安全教育走进校园

沈家门同济路226号东起第一间、第三间房屋招租交易公告
于2020年7月7日起在舟山市普陀区招投标网上对下列房屋租赁

权进行网上竞价，现公告如下：

序号

1

2

具体请登陆网址：http://www.zsptztb.com.cn/zsptztb/产权交易
公告信息查看

咨询电话：（0580）3821263
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普陀区分中心

2020年6月30日

房屋所属单位

舟山市普陀区
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舟山市普陀区
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中心

地址

沈 家 门 同 济
路226号东起
第一间房屋
沈 家 门 同 济
路226号东起
第三间房屋

面积
（㎡）

30

30

年租金起
始价（万元）

8

8

竞租保证
金（万元）

2.4

2.4

网上竞
价时间

2020年7月7日
15时00分

2020年7月7日
15时00分

租期
（年）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