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城创城
●三年来，我区在建成区主次干道、

背街小巷新增机动车停车位24221个；
在沈家门街道、东港街道居民小区、主次
干道、背街小巷、公园广场新增绿化面积
95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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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谈
逐户劝导

废品回收户整
改“脏乱差”，

全力清除1000多只露天粪缸，拉
网式清理偏僻处垃圾……沈家
门街道用“显微镜”查找环境卫
生问题，用“绣花功”做好环境清
理工作，千方百计补齐城中村环
境卫生短板。这一做法，需要坚
持下去、推广开来。

我区创城工作成效显著，但
点位工作不精细、管理有盲区等
问题依然存在。对此，区委书记
张立军在日前召开的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各地
各单位要快速补短提升，抓紧整
改、清零问题，切实管住管好窨
井盖缺失、地面垃圾散落、设施
破损、车辆乱停放、海面漂浮物
等动态问题，全面呈现洁美有序
的最佳形态。

创城越是到了决战阶段，
越要全力以赴补齐短板。“木桶
理论”告诉我们，决定木桶容量
的不是长板而是短板。创城成
效再突出、亮点再精彩，但假如
问题依然存在、乱象重新反弹，
总成绩依然会从短板处流失。
全力以赴补齐短板，就是为了
巩固提升三年创城成果，使海
上花园会客厅一尘不染、魅力
四射，让老百姓时时处处享受
最美环境。

相比于彰显优势发挥特长，
补短板往往面临“老大难”，需要
耗费大力气。各地各部门必须
迅速展现创则必成的决胜姿态，
再作一次大动员，再来一次大冲
锋，再抓一次大宣传，凝聚最强
合力攻坚克难。可以相信，只要
干部作风无短板，群众觉悟有长
板，创城必将再创佳绩。

补齐短板促提升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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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促危房改造“应改尽改”

本报讯（记者 高阳 通讯员
曹云）天气逐渐转凉，秋意渐浓。
本周，我区以阴雨天气为主，雨水
降温效果显现，最低气温或降至
20℃。

根据最新资料分析，受冷暖
气流交汇影响，预计未来 3天多
阵雨或雷雨，降水将持续到 18
日，今天夜里到18日早晨有一次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过程。气温有
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26～28℃，
晨间最低气温 20～23℃。18日

上午沿海有8级偏北风。
周末雨水暂停，为多云或多

云转阴天气。随着雨水暂歇，最
高温度稳定在 28℃ ，最低温度
20～21℃。

区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降水较
多、降水持续时间长，建议加强地
质灾害隐患点和山塘、水库等安全
巡查和防范；本周我区出现雷电的
几率较大，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场
所、人员密集场所、旅游景区和电
力等企业需加强雷电灾害防范。

本周阴雨绵绵秋意渐浓
应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安全巡查和防范

□特约记者 林上军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复杂的
地形地貌，曾经制约着四川的交
通，也影响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
展。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达州万
源市，是典型的革命老区，是一块
浸透着烈士鲜血的热土。2018年4
月，我区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关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
大战略决策，接过了上级赋予的政
治任务——结对万源脱贫奔小康。

近三年来，我区派出精干力
量，支援远在1000多公里的万源，
全区干部群众以各种方式持续赋
出东海之滨的特有能量。

一片叶子 蔚成大观

谋长久之策，行固本之举，这
是扶贫万源的一大亮点。

挂职万源的我区扶贫干部一到
万源，就深入调研产业扶贫。万源作
为典型的山区农业县，虽然工业基础
薄弱，但发展特色农业尤其是茶叶产
业则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土壤等条
件，这里出产的茶叶历史悠久，市内
已有多家颇具实力的茶叶企业，群众
的认可度和积极性较高……经过反

复研究分析、比较论证，最终确定将
茶叶作为扶贫的主导产业。

思路理清，雷厉风行。2018
年，我区帮助万源建成高标准茶叶
基地9700亩，2019年9500亩，今年
已达6000多亩，撬动社会资本1.78
亿元，给当地贫困户带来直接收益
2300万元，辐射带动贫困户8600余
户，26000多人实现增收脱贫。

近日，记者来到万源市石塘镇
瓦子坪村的安科实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兰松安介绍，公司自有茶园
原来只有几百亩，自2018年舟山
和达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
该公司每年又发展一部分茶园，至
目前发展新茶园1100多亩。这其
中，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300多万
元，公司自身投资700多万元。

陪同采访的扶贫挂职干部张
志恒说，这家公司的300多万元扶
贫资金在拨付之前，需要进行验收
抽查，面积多少，茶树成活率如何，
如果数据有出入，或相关指标达不
到标准，相应的补助款就不能拨
付。如果验收抽查通过，根据茶园
生长、土地流转费支付、农民工薪
酬支付等情况分三期拨付补助
款。“杜绝扶贫形式主义，让扶贫茶
园真正造福于民。”

让脱贫机制持久福泽革命老
区，让茶园成为脱贫者长久的“摇
钱树”。瓦子坪村曾经的贫困户
陶其伍家，有六口人。他笑眯眯
告诉记者，之前他在外务工年收
入 1万多元，拿回家的所剩无
几。近几年他和家人都在家门口
的茶园打工，每人月收入2000元
左右，每年还有2000多元的土地
流转费固定收益。

茶叶基地建成后，在政府的主
导下，各企业又采取多种模式，发
动农户、合作社、农村带头人等承
包茶园，参与茶叶基地后期建设管
理，并对鲜茶进行保底价收购，调
动了当地农户的积极性，实现了多
方共赢。当地的国储农业公司在
万源累计新建茶叶基地1.5万余
亩，打造“一山青”中高端茶叶品
牌，成功帮助万源白羊乡三清庙
村、茶园坪村脱了贫。

一方百姓 受惠民生

采访期间，记者在万源市中心
医院，碰到了来自普陀医院的两名
专业人才——主治医师蒋曙光、副
主任医师陈华。前者在影像科工
作，后者在内分泌科上班。

蒋曙光于今年3月份到万源
中心医院，接替同为普陀医院放射
科的同事王能医生，开始为期一年
半的帮扶挂职，指导核磁共振仪器
的使用。在王能和蒋曙光来之前，
该院尚无能独立写全核磁共振检
测报告的医生，因此当时每天才接
待一两名病人；他们来了之后，目
前科室每天接待病人均在25名左
右，且已有5人能独立看片，科室
核片时间从 10分钟缩短至 5分
钟。自3月9日入川以来，蒋曙光
已核片3000多份。

陈华于5月18日到此挂职，主
要指导内分泌科治疗工作。这段
时间，他引入实施胰岛素泵治疗项
目，糖尿病人住院时间缩短一半。
前不久，他接待了一名60多岁的
病人，之前该病人已多次找过其他
医生，没能诊断出病因。他分析后
认为，病人的垂体瘤肢端肥大，随
后对症下药，病人外部症状病变现
象得到控制。

“普陀来的医师都挺好的。”万
源市中心医院医教科科长张先葆
说，通过他们的帮助，这里的诊疗
能力、学科建设水平提升了，帮扶
效果明显，博得了一致好评。

巴蜀大地东海情
——我区助力万源市脱贫奔小康见闻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光盘
行动”在我区持续推进，多家星级
酒店积极践行，涌现不少好做法，
浪费现象明显减少。

“勤俭节约 光盘行动”“文明
就餐 从我做起”……记者日前在
舟山希尔顿酒店看到，公益广告
摆放在大厅明显位置，酒店餐桌
上摆放着“文明餐桌 光盘行动”
的提示牌。

“先生，您四位就餐，我建议海
鲜不要点太多，以免浪费。”点菜区
内，服务人员会根据顾客人数给予
点餐建议。

该酒店中餐厅经理张楠说，
点餐时，服务人员会对顾客就餐
人数等进行了解，向顾客推荐合
适数量的菜品。对于用餐后剩余
菜品，服务人员也会鼓励顾客打
包。“酒店在菜式上做了一些改
进，推出了小份菜、例汤等，例汤
可以按人头单份点，这样顾客也

可以有更多选择。”
在自助餐厅，不少顾客取餐时

少取勤拿，合理选择餐量。“一次取
太多容易出现吃不完的情况，造成
不必要的浪费。“顾客李彬纪告诉
记者。

舟山三盛铂尔曼大酒店的餐
厅入口处，LED屏幕滚动播放公益
广告，引导食客文明用餐。

“拒绝浪费，也是作为餐饮企
业的责任。”酒店餐饮总监秦岩
说，“光盘行动”推行以来，酒店采

取了多项措施，“过去很多顾客，
认为菜点得少，没有面子。现在，
很多人开始不剩菜，打包的就更
多了。”秦岩说，他明显感觉到顾
客变得越来越理性，铺张浪费的
现象大为减少。

酒店踊跃响应 消费者积极践行

“光盘行动”引领“舌尖上的文明”

本报讯（记者 丁琪蜜）昨天上
午，区委书记张立军带队对农贸市
场及周边老旧小区、背街小巷进行
专题检查。他强调，要进一步压实
工作责任，狠抓细节，精益求精，高
标准推进各项创城工作，全力以赴
打赢创城攻坚战。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李明参加检查。

张立军一行仔细检查了西大
市场、中兴市场、东港市场、乐业
市场及周边老旧小区、背街小巷
的环境卫生、车辆停放、基础设施

等情况。
看到部分老旧小区改造一新，

背街小巷干净整洁，市场内部秩序
井然，张立军予以肯定。张立军
说，要在巩固现有创城成果的基础
上，总结经验、再接再厉、持续发
力，进一步加大市场周边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力度，加密保洁频次，加
强停车管理，全面提升市场周边环
境面貌。相关部门和街道要加强
检查和指导，确保各项创城工作落
细落实。

张立军强调，创城已到了攻
坚冲刺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
任担当，齐心合力打好创城攻坚
战。要继续落实好农贸市场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动态细节
问题管控，提升农贸市场环境卫
生秩序；要全面梳理、查缺补漏，
做好背街小巷环境卫生整治、小
区绿化补种等工作，着力补齐短
板；要不断健全完善常态化管理
机制，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要加强监督检查，压紧压实创城
责任；无物业小区要充分发挥小
区业委会作用，引入“准物业”管
理，提升小区环境面貌。

检查中，张立军还慰问了创
城一线的社区工作人员，对他们
在创城工作中付出的辛苦和汗水
表示感谢，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连
续作战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常
抓不懈，让群众切实感受创城带
来的变化，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

张立军在检查创城工作时强调

狠抓细节 精益求精
高标准推进各项创城工作

希尔顿酒店自助餐厅，顾客适量取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