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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
容不得忽悠
龙湾查处一起相关案件

本报讯（记者 缪眎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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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朝丹
“大家把自己的垃圾放到垃圾桶
里，不要把竹签和有包装的东西放在
地上，楠溪江是我们永嘉的‘大水缸’，
要保护我们的水环境。”连日来，永嘉
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成员王益明，
和志愿者们一起，穿着红马甲、拿着扩
音喇叭，在楠溪江主要游泳点，开展一
年一度的游泳污染监督。
三百里楠溪江，是炎炎夏日里市
民的“宠儿”。去楠溪江游泳，成为不
少人消暑纳凉的选择，楠溪江也因此
迎来一年中的旅游旺季。可人来了，
污染也来了。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
为，让环境污染压力陡增，生态环境面
临严峻挑战。
楠溪江的夏日旅游，如何和污染
说“不”，实现经济和生态“双丰收”？

开发和保护的权衡
沙头镇岭下村，地处楠溪江大源和小源
的汇合处，有一片水流相对平缓的区域，临
近楠溪江游客集散中心，这里是楠溪江游泳
的一个集中点，在对水的开发和保护中，当
地人试图寻求平衡点。
“我们靠水吃水，夏天来玩水的游客多，
烧烤的生意自然就火。”村民王晓明介绍，每
年 5月至 10月，前来旅游的客人络绎不绝。
在人气带动下，村里建了停车场，一些村民
开起了农家乐、烧烤店，溪边还规划了游泳
卖场，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做生意。

村“两委”还将旅游项目分成烧烤、游泳
物品、凉篷及停车场四个小项目进行公开招
投标，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入夏后最高峰
时，其中停车场一天的收入能够突破两万
元，岭下成为了不少周边村羡慕的
“富村”。
王晓明也抓住了商机，和 5个村民合
伙，成功投标溪边凉篷经营权，3年租金超
100万元。
“ 生意好坏，就看夏天最热的这 3
个月，今年 6月份雨天多，所以我们就指望
七八月份能赚钱。”王晓明称，一顶凉篷配一
套桌椅，出租一次收费 100元，去年的收入，

40天高温坚持护江
日前，记者随志愿者们来到岭下溪滩。
走在溪边，不时有油烟味扑鼻而来，而烧烤
的油渍，则直接滴落在石头上，花生壳、玉米
芯、竹签等垃圾随处可见。
但在王益明看来，这样的现状，比起去
年同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去年溪边垃
圾成堆，今年烧烤也从水里搬到了岸上。”
据了解，目前，楠溪江游泳集中点，还包
括沙头镇九丈甸园、泰石段、香樟花园、庙活
水源地、下盛岙水源地、码砗段、百草园、九
丈加油站对面等地。
在九丈甸园游泳点，水边垃圾随处可
见，由于缺少垃圾桶，成堆的垃圾集中在溪
滩上，没被及时清理，高温下，垃圾堆积点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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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乱飞，而一些游客，则在水里洗车。见到
这种情况，志愿者们拿上扩音喇叭、文明宣
传牌，开始沿岸巡回劝导。
在码砗段游泳点，存在一条饮用水一级
和二级保护区分界线，许多游客不知道这条
分界线的作用，跨界在一级保护区内游泳。
在三角岩百草园游泳点，3辆非法摩托
艇正在水中急驶，它们不仅容易造成汽油泄
漏污染，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志愿者
对其进行了劝离。
“游泳烧烤带来的溪边垃圾遍地，
乌烟瘴
气，
而摩托艇横行、水中洗车洗宠物等乱象屡
禁不止。今年烧烤大多数从水中搬到了岸
上，
可一下雨，
烧烤油渍还是会被冲到楠溪江

扣掉成本“股东”们还有几万元分红，这样的
收成自己还是满意的。
可王晓明也有
“不满意”
的地方。招投标
时，王晓明和村里达成协议，只负责棚内卫
生，经营中，他在每张桌边放置了垃圾桶，但
往往棚外的垃圾比垃圾桶里还多，对此他也
不能置之不理。而大量夹杂在滩林鹅卵石里
的垃圾，格外难捡，周末一天他至少要运出 5
板车垃圾。游客随地扔垃圾让他很是犯愁。
“我建议卖花生的人，多给游客一个垃
圾袋，顺便叮嘱一声。”王晓明打算和村民沟
通，尽可能把污染减少一些。而为了保证游
泳游客的安全，在村“两委”倡议下，村民王
贤强和十几人组成水岸巡查队伍，不仅负责
安全急救，也难以避免地要参加环境保洁。

里。”王益明无奈地表示，自己和志愿者们在
高温中的坚持，
只为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
为了保护母亲河，12年来，永嘉县绿色
环保志愿者协会从 68人壮大到 2856人，民
间力量作为重要支撑，配合政府一道守护着
一江清水。而游泳污染监督行动，王益明和
志愿者们已经连续坚持了 3年，在三伏天 40
天左右的时间里，持续每天到游泳集中点监
督劝导。
“志愿者只能劝导，没有执法权。目前，
虽然属地政府也在做一些工作，但楠溪江还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夏季生态压
力尤其明显。”永嘉县绿色环保志愿者协会
会长杨建南介绍，今年暑期游泳污染监督行
动在 7月底启动，将持续到 8月底。而杨建
南更期待的是，楠溪江保护立法能够尽快制
定落地，系统性、有力度的保护能够早日提
上日程。

楠溪江保护的立法，成为了多方的期待。为什么人们会如此期待一部法规的出台？
楠溪江是永嘉全域旅游开发最大的资源，是温州的一张“金名片”，但因为流域范围广、居住人口多等因素，如何实施
行之有效的保护，这一难题，在近年来的旅游发展中，愈发凸显。在管理乏力、无章可循的背景下，有一个规范化的法规
作为约束，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从记者调查不难看到，如果游客不自觉、管理不严格、百姓不参与，难保法规不会成为一纸空文。现在各种各
样的地方性法规并不少，可又有多少是掷地有声、令行禁止的？
其实，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很多工作，都需要法规，但更需要全民的自觉。我们欣喜地看到，楠溪江保护的大批志愿
者正在行动，如果每个游客、每个村民都把自己当成主人，那么，环境保护就不会是难题。而政府如何利用好这些力量，
如何让相关规定落地，则是保护力量的基本构成，两者相辅相成，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今年，温肯新增 5个招生省市，包括上
海、广东、陕西、湖南、云南，录取结果喜人。
其中湖南文理科提档线分别超一本省控线
23分和 27分，陕西文理科提档线分别超一
本省控线26分和27分。一位湖北考生更是
以高出当地理科一本线 99分的高分选择温
肯，
并获得优秀新生奖学金即全额奖学金。
除了全国统考，浙江省考生还可凭借
课堂基础技能。和新伙伴们在宽松的课堂
温肯一年一次的
“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
氛围、游戏和合作活动中，掌握演讲、展
进入温肯。今年是温肯连续第六年进行
示等美式课堂必备技能。针对美式大学的 “三位一体”招生，共有 99名考生通过“三
特点，温肯同时开设了新生家长工作坊，
位一体”被温肯录取。
与新生家长就美式学生事务服务、美式大
台湾妹子林敏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新
学学生隐私、学生学术支持、转专业及教
生，为了实现未来能赴美国深造的愿望，她
材、职业规划、心理健康及咨询等话题进
放弃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
行交流。
选择了温肯。
“ 我对温肯的社团也很有兴
趣，希望加入英语辩论社。”而来自不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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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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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想通过温肯的学习，加深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同时拿到中美两国的文凭。
2016年开始，温肯就面向全球招收全日制
和家人开车 14小时，山东学生王淳宇
国际、港澳台侨生。国际生通过直接递交
带着他的二胡、笛子来到了温肯，这位就读
申请，港澳、华侨生通过联招考试，台湾学
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还有一个身份是阅
生通过联招考试或“台湾学测”考试，来温
文集团签约作家，他希望在温肯就读期间
肯就读。今年，温肯录取国际生 4人，台湾
构思好自己的长篇小说。
学生 6人。

已经取得取水许可的批
复文件，并按要求安装了取水设备，结果向部门申请现
场验收却迟迟没人上门，某建筑公司员工小林遭遇了
这样的尴尬事。近日，在龙湾区纪委监委开展的
“三服
务”走访企业活动中，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涉事的龙
湾区农业农村局及 4名相关工作人员均受到处理。
小林所在的某建筑公司于 4月 30日取得取水许可
的批复文件，并按要求安装了取水设备。6月 4日，他
向龙湾区农业农村局水政执法大队提出申请现场验
收，但过了两个星期迟迟没人上门。后再联系部门相
关工作人员，却被告知申请取水许可的材料有问题。
“作为建筑行业的公司，一天不能取水，就一天不能开
工。退一步讲，就算申请材料有问题，怎么也不早点告
知？”于是小林把这一问题反映到了龙湾区纪委监委。
经调查，在 2019年 2月之前，取水审批事项由龙湾
区水利局负责。因机构改革，2019年 2月，龙湾区水利
局同龙湾区农林局合并成龙湾区农业农村局，相关业
务也转移到龙湾区农业农村局。
“机构改革后，队里人
手不足，没有及时前去办理。从主观上来讲，还是因为
我们不积极不主动。”龙湾区农业农村局水政执法大队
负责人张某说。
6月 18日下午，龙湾区农业农村局水政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来到小林所在的公司，进行了取水设施现场
验收。近日，龙湾区纪委监委对龙湾区农业农村局予
以全区通报批评，责令其按照“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
改进取水许可审批流程；对于负有领导责任的改革和
审批科、水政执法大队 2名分管领导责令作出书面检
查；对于负有直接责任的 2名工作人员予以全区通报
批评，并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群众诉求无小事，营商环境提升更是马虎不得。”
龙湾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继续
积极同接收投诉的机构进行衔接，对“最多跑一次”改
革工作不力以及承诺无法兑现的单位，快速查处，严肃
问责，绝不姑息。

国风游园 很好玩很中国

孩子们在玩中国传统榫卯玩具。 杨冰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马炯） 昨天下午，一场国风
游园活动在温州博物馆大厅开展。
活字印刷、雕版印刷的现场体验互动，传统榫
卯玩具、古代投壶等传统游戏环节深受大家喜
欢。此外还有传统蓝夹缬、泰顺提线木偶、糖人糖
画的现场表演展示。温州市汉服协会和温博养正
国学夏令营的小营员们分别带来了汉服展示和中
国功夫表演的快闪。
这次国风游园活动是温州博物馆第二届养正
国学夏令营的结营活动，同时为社会公众带来一
场与传统文化的亲密接触。

温肯 800 名新生破冰启程啦
本报记者 卓扬
当暑期余额还有两周时，温州肯恩大
学的新生已经迈入新校园，开启大学生活
新篇章了。前天，温肯迎来了 2019级 800
名新生，总人数超去年近百人。从昨天开
始，这批新生将接受英语强化培训，来适应
今后的全英文的教学环境。

书院制宿舍
构建学生生活社区

迎接温肯新生的礼物，除了暑期新生
集中强化英语培训项目（PI
EP
），还有一大
惊喜就是书院制宿舍
“榕园”。
每层配有茶水间和公共空间，每栋则
配有厨房、洗衣房以及近 200平方米的大

（上接第1版）
镇党委、政府挂图作战，各项灾后恢复
工作有序推进，农户自救全镇铺开。
铁皮石斛是大荆镇农户发家致富的
“金饭碗”。但就在一夕之间，近 2500亩铁
皮石斛“全军覆没”，直接经济损失近 2亿
元。乐清市中方润石斛有限公司负责人何
斌斌红了眼眶，但他来不及哭泣，就忙着搭
起棚支架，对受灾石斛消菌杀毒。
一方受难，八方驰援。乐清市农业农
村局派出 5支专业队伍，引导农户自救，尽
早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在大荆镇石门村，党员干部也干得热
火朝天。
高温下，石门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
委员阮荷琴身穿长袖长裤，负重 18公斤消
毒水，走遍全村，为各家各户消毒，一干就
是一整天。她已经对刺鼻的消毒水味有了
“抵抗力”，动作娴熟，不落下一个角落。
“为什么不骑自行车？”面对我们提问，
阮荷琴苦笑，
“自行车被台风刮走了，都是
靠走路。昨天才有空买一辆，速度快多
了。”

型公共空间；宿舍内均配备 24小时可用的
热水、空调设备、wi
f
i
网络和刷脸门禁；四
人套间内配有宽敞的客厅，足不出户就可
以结伴学习……今年，
“ 榕园”宿舍首迎新
生，网红 i
ns风让新生直呼惊喜。
作为书院制宿舍，
“ 榕园”不仅是宿舍
这么简单，它将美式大学开放自由的学习
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宿舍楼内规划设计
了各类公共学习和活动空间，为学生提供
大量学习和交流的场所，创造随时随地便
于学习的环境，鼓励学生开展各类社交活
动 ，让 宿 舍 构 建 出 学 习 -生 活 社 区 的 样
态。书院导师介绍：
“也就是说，同学们可
以在宿舍楼就参加大咖讲座、名家沙龙，是
个名副其实的学习型社区。”
接下来，温肯新生将在 PI
EP两周的时
间内，体验到
“全天浸润式”英语环境，习得

几天前，阮荷琴不小心把消毒水擦进
了眼睛，眼睛一下子就红肿了。尽管如此，
她却不肯休息，留下一句：
“我们是共产党
员，都是应该的。”
为了早日建好新家园，党员干部率先
救灾，村民百姓互帮互助，眼前或许有数道
高坎，也变得不足为惧。

再重的伤，期盼从未离去
“又有东西送来了？”
“阿婆，这是新的燃气灶，装好就能烧
菜了！”
在山早村村民滕彩娇家里，来自永嘉
燃气行业协会的志愿者正忙得满头大汗。
这一天，三四辆小货车带着“烟火味”
平稳地开进村里，60台燃气灶、70罐煤气
瓶分批入户。
来自四面八方的拳拳爱心，再度汇聚
成涓涓暖流，托起山早村早日“站”起的希
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平日在长沙谋
生的徐丽玉马不停蹄地赶回家乡。他的笔
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好心人的名字。
“没想

新增5省市
迎来多样新生

到，在朋友圈发起的募捐，得到了五湖四海
的朋友响应。”
从广西辗转而来的异乡小伙黄宁，亲
手把筹集到的“小小心意”5600元交到村
里，他说：
“ 就想过来看看哪里能帮得上
忙。”
还有一支支志愿者队伍，他们吃力地
提着一袋袋衣物和一箱箱矿泉水，沿着蜿
蜒的山路走去。
村民潘玉琴感动不已：
“有这么多人帮
忙，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把家乡建设得更
好。”说话间，村民三三两两地来到她家，彼
此安慰鼓励。
人在，家就在。
数日里，大爱在温州传递。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昨天，全市共有 1万多名志愿
者、400多家各行业各领域的志愿服务组
织参与灾后重建，爱心捐款已超 7500万
元。
悲伤还在，但大家已经早早
“站”起来。
大荆镇的荆山南路上，沿街店铺又恢
复了往日的“吆喝声”。一家面积约 20平
方米的服装店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新衣
服。店主小慧忙碌了两天，终于打扫干净，

重新营业。她面带微笑地说：
“ 我们在淘
宝、微商上都做了优惠活动，今天卖了 30
多件，慢慢来吧，把量做起来，把损失一点
点补回来。”
对面的建材店里，工人们大汗淋漓，一
边刷墙，一边加固门窗。店主阿光站在梯
子上，拿着榔头
“砰砰”地敲，摇摇欲坠的广
告牌变得结实了。
“东西坏了不要紧，人活
着比什么都重要。”聊起未来的打算，阿光
的眼神中透着坚毅，
“要把老店面升级，好
好装修下，多拉点活，再苦再累也得把日子
过好。”一旁 7岁的小儿子拿着风车，嘟起
嘴不停地吹着。
街角的菜市场，有了新鲜的肉和菜。
路过的陈美莲抱着刚刚修好的电饭煲，步
履匆匆地赶回家。她笑眯眯地说：
“这是志
愿者刚刚修好的，很感谢他们！现在家里
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女儿也要上学了，全家
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临近黄昏，小镇山村的一条条街上亮
起了灯，隐约还能听到锅碗瓢盆撞击的
“叮
当”声和孩子嬉戏的欢笑声。
生活渐渐恢复，期盼从未离去。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平阳县滨海新区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现
“半年红”

本报讯（赵哲璐 周馨晗）

工业总产值同比实现
增长 34.
9%；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24.
8%，规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
2%，规上工业销售产值同比
增长 24.
8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
5%，
均居平阳县第一，增速超出该县平均水平 10个百分
点以上，其余主要产业结构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快速增
长……今年 1至 6月份，平阳县滨海新区工业经济发
展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完美实现
“半年红”。
近日，记者来到浙江森盟包装有限公司项目建设
现场，一派浓浓的“忙建设”气息扑面而来。
“一期项目
年内预计可以竣工。”该项目主要负责人说。而在不远
处的万科仓储智慧系统研发应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
100余名工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忙活着。
“大项目具有
强大的带动力和辐射力，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大的能
量。”据该新区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该新区以招
大引强为重点，实现招商工作提质增量。随着一批重
大项目的落地生根，目前，园区内已拥有亿元以上产业
项目 25个、1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 4个。其中，浙江森
盟包装有限公司项目已完成省重大产业示范项目申报
并通过省发改委审查；万科仓储智慧系统研发应用中
心项目在 7月份温州市第二次
“六比竞赛”的 26个项目
中，取得排名第三的佳绩，再创项目新纪录。
“企业要引得进来，更要留得住。”该新区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为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新区结合“三
服务”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全面开展各类助企活动，
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
“对症下药”。通过举办人才招聘
会，解决企业招人难问题；推动万洋广场在 7月顺利开
业，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生活便利度，解决企业留人难问
题；针对企业融资难题，组织召开银企对接座谈会，帮
助 11家企业成功融资 1.
4亿余元；开展“三清单一承
诺”行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与此同时，该新区以“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为契
机，扎实推动产业能级提升。一方面，不断加强“小升
规”培育工作，现已筛选“小升规”培育企业 15家，其中
有 1家企业产值达 20
00万元以上，8家 1000万元以上；
同时强势推进“亩均论英雄”改革，开展“低效用地”整
治行动，共排查出低效用地 260亩，整治工作正在高速
有序推进。另一方面，该新区始终坚持科技创新引领，
着力提升企业科技实力，今年，园区内已有 17家企业
申报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4家申报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并建成市级企业研发中心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