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见习记者 章婧）

当全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
级，全县上下吹响了全面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的号角。昨天，我县
迎来第 86 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
综合治理）“集中推进日”活动。
各部门、乡镇（街道）积极参与到
保障白茶交易、项目推进、环境整
治、复工复产等工作中，以细致的
服务助推生产生活全面恢复。

递铺街道：
清清午庄展新颜

午庄河道旁，几台挖机和压
路机正在铺整河道，十多个工人
在机械助力下忙着铺设排水管
道。随着两岸绿化、河岸整治工
程基本完成，昔日长满浮萍、淤泥
堆积的午庄河道已经大变样。

午庄河全长约5公里，主要承
载着周边园区与村庄排水排涝功
能。去年，县、街道两级围绕着

“五水共治”，主动采取多项措施
对该河道水体实施分段逐步治
理，并对河道及两侧环境卫生进
行综合整治。

河道清则水利兴，河道淤则
百姓忧。午庄河道综合治理工程
通过河道清淤、生态护岸、管网铺
设等工程，能有效提升区域水生
态环境，提高防洪、排水能力；同
时，通过河岸绿化建设，能够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递铺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相关负责人
谢其中介绍说，目前该工程正在
进行最后一段主管网的收尾工
作，预计4月初完成。

据了解，主管网铺设完工后，
村庄支管网工程也将跟进，目前
正在处理招投标工作。“通过截污
纳管把小区、园区等污水拦截，真
正做到污水零直排，让清清河水
长流。”递铺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
主任王磊说。

灵峰街道：
晧羽广场现雏形

瞄准测量仪、双手左右开弓，
在工人的巧手铺设下，一片片由
泰科石堆砌而成的白色“羽毛”立
马呈现。在灵峰湖晧羽广场南侧
施工现场，上百位工人散落四处，
草坪铺整、乔木种植、景观道路铺
设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着。

灵峰湖晧羽广场水域面积约
25万平方米，涉及绿化面积约30
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人工湖及
其配套树木桩、戏水堰等工程。
随着土方造型及绿化工程逐步推
进，灵峰湖晧羽广场南侧区域已
初现雏形。

“这里将使用透水混凝土，雨
水可以直接透过它下渗到地下管
网，被土壤吸收排入河道。”灵峰街
道基建办副主任贾永强介绍说，这

样既不会造成路面积水，遇上下雨
天也不会沾湿鞋。由于透水混凝
土原产地在湖北十堰，项目因此耽
搁了一点进度。为了不影响整体
施工进程，乘着天气晴好，项目组
开足马力，集结了数百工人集中攻
克绿化景观工程，已完成绿化种植
12万平方米。据悉，工程预计6月
底完成基础工程。

孝源街道：
临时交易不“临时”

这两天，孝源街道原皈山场
老车站旁的临时交易点十分热
闹，不少茶农茶商来这里交易。
经过去年的整治，这一临时交易

点基础设施大大提升，加上孝源
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全力保
障，临时交易没有一丝混乱。

这得益于去年孝源街道实施

的“茶博荟”项目。该街道对临时

交易点进行了改造提升，通过硬

化路面，让在这里交易的人不再

“雨天一身泥”；设置 140 个停车

位，并实行单向出入，车乱停的局

面彻底改变。

白茶交易来临后，孝源街道
的服务也提前跟进。街道25名干
部组成专班，每天从早到晚驻点
交易市场进行秩序维护、防疫措
施落实、开具通行证等工作。对
于没有戴口罩的茶农茶商，街道

还出动移动平台车在市场内流
动，为大家提供口罩。“采购了2万
多个，管够。”孝源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即使在交易的高峰期，得益
于市场的基础提升与干部的服
务，这里仍然保持有序。“最大的
挑战是车辆多，每到高峰期会有
交警引导，保证了现场秩序。”该
负责人说。

鄣吴镇：
两万鱼苗归自然

“放鱼咯！”昨天上午，在一
阵阵欢呼声中，2万尾鱼苗被放在
鄣吴镇鄣吴溪，重新回归自然。

去年，鄣吴镇开展建设昌硕
广场至黄石头桥段景观河道项
目，工程主要改造提升鄣吴溪滨
水景观，增设沿溪绿道、沿溪亮化
等。工程于去年底全面竣工，大
大改善了流域环境。

美丽河湖不仅要水域环境
美，更要生态美。为了丰富鄣吴
溪水生生物多样性，鄣吴镇开展
了这次“保护生态·健康你我”为
主题的鄣吴溪生态鱼苗投放活
动，投放地点位于鄣吴村景观河
道亲水平台。

这 2 万尾鱼苗将在鄣吴全镇
安家。据悉，鄣吴溪串联着鄣吴镇
6个行政村，是鄣吴的母亲河，鄣吴
的百姓十分注重对母亲河的保
护。2018 年，鄣吴镇还对鄣吴溪
下游开展了整治提升工程，对龙口
至八一段新建1.6公里的护岸，新
建18个亲水平台，清淤河道2.3万
立方米。“环境整治是持续不断的，
这个过程也需要居民参与。”鄣吴
镇相关负责人李庭锋介绍。

开展这样的放养鱼苗活动，
对当地群众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我觉得挺好的，能提高大家的生
态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共护鄣吴
的母亲河。”一位村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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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随着白茶采摘季到来，梅溪镇
车流量迅速增加，停车位骤然紧
缺，不少接送采茶工的大巴无处停
放。不过，这一难题很快被县综合
执法局化解。该局梅溪执法所将
一处闲置厂区设置为大巴车专用
停车场，能够停放 20 辆大巴车。

“这下方便了。”茶企纷纷表示。
白茶采摘会带来大量市容管

理的问题，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职
能部门，县综合执法局变单一执法
为主动服务，助力白茶开采交易生
产的各环节更加顺畅，让这个不一
样的茶季，也能闻到一样的芳香。

天子湖执法所抽调10人驻点
溪龙青叶市场。每天执法队员对违
法经营的茶商和堵塞交通的茶农耐
心劝说、公平执法，帮助他们推运、
暂管货物。在队员们的维护下，市
场内摊位整齐排列，交通秩序井然
有序，溪龙青叶市场告别了“马路市
场”的乱象。在中国茶城，防疫与交
易做到了两不误。开发区执法所协
助街道搭建检查点，设置红外线体
温监控设备；设置服务岗亭，对未佩
戴口罩的茶农茶商引导购买、正确
佩戴口罩；每天休市期间，对市场进
行全方位清洁消毒，确保交易场所
干净、卫生。

在白茶交易市场外，服务也没
有落下。随着新茶上市，快递量逐

渐增加。梅溪执法所为快递公司
设置了临时占道点，完成临时占道
审批的申请后，快递公司可以临时
在店外堆放包裹。大量采茶工涌
入，需要采购的蔬菜肉类大大增
加，为了方便采茶工买菜，梅溪执
法所在独山头村设置临时菜场，给
菜贩更多的空间，同时分流晓墅农
贸市场买菜群众，避免晓墅农贸市
场人员过于拥挤带来防疫风险。
这些举措都赢得了茶农茶企点赞。

针对采茶之后的炒茶环节，
执法队员筑牢了一堵“安全墙”。
最近，灵峰街道茶农们收到了执
法所的一则微信，点开内容，是丰
陵燃气公司推出的茶企燃气安全
微视频。点点手机就能了解用气
安全知识，茶企茶农对这样的“云
课堂”十分欢迎。此外，为了加强
用气安全管理，各执法所纷纷开
展燃气安全整治专项行动，通过
入户安全检查，防患于未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折叠、挤压、切割……这两天，宏
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
条口罩生产线正加紧调试、生产。“不到
一秒就可以生产一只口罩，按照标准产
能，这条生产线可日产口罩8万只。”公
司产品质量负责人戴银银说。

疫情爆发后，2月11日，宏德医
疗就召开会议当即决定开设口罩生
产线。“全国防疫物资十分紧缺，我
们作为医疗用品生产企业，应当承

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公司总经理
章月根说，他们拥有10万级的洁净
车间，生产环境优质，于是当即从江
苏订购了一台一拖二平面口罩机。
招聘工作人员、清理生产车间、购买
原材料……3月20日，口罩机抵达
后，便开始正式生产调试。

“口罩主要由三层纱布构成，其
中熔喷布是过滤病毒的关键材料，
也是区别民用口罩和医用口罩的重
要依据。”戴银银说，口罩生产需要
经过定型、折叠、挤压、切割、安装牵

耳线等流程，虽然看起来简单，但调
试生产线却艰难，要克服口罩翻折、
牵耳线安装不到位等问题，需要时
间。如今，他们每天只能生产约 4
万只口罩。“已经通过备案，都是民
用紧急口罩。但调试完成、拿到批
复文件后，我们将全面生产医用口
罩。”戴银银说，他们已经通过相关
部门现场核查，并报审批。待样品
通过检测后，就可以拿到批复文件，
开始全面生产。

“到时候不只是这一条生产线，

我们还购买了一台一拖二平面口罩
机和N95口罩机，口罩日产量将达
25 万只。”章月根说，此外，他们还
在政府沟通协调下，拿到了500万
元的低息贷款、拿下一块土地，计划
建设灭菌消毒站，医用口罩完成后
可在厂区自行消毒。“到时候，我们
将形成一条完整的口罩生产链。”章
月根说，公司拥有1600多个国内外
客户，一听宏德医疗要生产口罩，兴
趣浓厚，纷纷表示想要购买。“销路
完全不愁！”

聚焦重点强服务 生活生产快恢复
——第86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综合治理）“集中推进日”活动见闻

宏德医疗:

一个多月建起一条口罩生产线

午庄河道整治现场

灵峰湖晧羽广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昨天，灵峰街道剑山村茶农徐
中华家20亩茶园里，30名采摘工
早早上山。随着指尖翻飞，鲜叶装
满茶篓，老徐的心情就如这明媚春
光。“多亏了村里，头疼的问题解决
了，现在能够全心全意抓茶叶质量
和销售了。”他笑着说。

让老徐头疼的问题，许多茶
农也有。为做好疫情期间的采摘
工作，我县对采茶工住宿标准进
行了严格规定。不少原先就家
安排住宿的，显然无法达标，面
临着工人无处可住的窘迫。街
道干部在开展“三服务”时了解
到这个问题。新建，显然不可
能；让茶农自己解决，资源精力
都有限。大家和村里一商计，决
定采用“调剂”的方式，即由各村
摸排村集体闲置房屋资源，梳理
出向茶农提供住宿服务。剑山
村当即就将农贸市场二层作为
闲置房屋向茶农推出。老徐一
下子租下了六七十平方米，安置
现有的工人绰绰有余。“原本年初
要招租，受疫情影响一直没实施，
现在也算是物尽其用。”村党总支
书记丁其军介绍说。

为保障春茶采摘，灵峰街道
可谓是“绞尽脑汁”。“先得确保人

来。”围绕这个目标，早在 2 月，街
道就派出联企服务专员上门了解
茶农茶企用工需求，编制“一户一
策”的招工需求表，不仅开展线上
招聘，还跑村入户张贴招聘通知。
与此同时，街道方面积极对接部
门，畅通外地员工专车、专列等来
安返工渠道，确保“人来得了”。

开采前，干部们还接到不少
茶农反映生产经营场地缺乏的问
题。灵峰执法所从“被动执法”转
为“主动服务”，与规划办联合走
访、踏看，确定前期服务对象，并
将送达临时构筑物许可证时仔细
地告知注意事项。对于散户反应
的加工场地有限等问题，街道和
村进行协调，利用已有资源在大
地之光建起了一处集中加工茶
场，解决了散户茶农炒制难问题。

24日，安吉白茶正式开采，但
服务不能停。眼下，灵峰街道干
部们的身份也在时时变化，成了
采摘指导员，引导茶企包区块采
摘，做到山头分散、地块分散，最
大限度降低人口密集，同时面对
面交流、手把手教授，指导茶场茶
企开通多渠道、多形式的电商销
售平台，借助网络力量宣传销
售。当天，看到采摘现场车辆停
靠混乱，街道还贴心地为茶农设
起了临时停车点，确保交通安全。

县综合执法局细致服务白茶交易

你们安心开采 我们全力保障

灵峰街道保障采摘服务不停歇

找房子搭场地 招员工作指导

鄣吴溪放生鱼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