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最近，正文微公益面馆联合健
恒糖尿病医院，为环卫工人提供免
费的眼部、血糖、血压等检测，这场
名为“你守护马路，我们守护你”的
活动，让30多名环卫工人感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以后这样的
活动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公益
事业越做越大了。”面馆主人程正文
开心地说。

从入不敷出苦苦支撑，到成立
正文公益服务中心这一社会组织，
承接公益项目，招募志愿者，常态化
开展活动，2 年时间正文微公益面
馆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也
成为安吉市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的
窗口。

回忆起当初，程正文有些庆
幸，“还好坚持下来了。”2018 年 4
月刚开业时，程正文面对了不少质
疑，有的人认为他是在利用公益的
幌子谋私利，有的人认为他这样肯
定做不长久，亲友们则觉得他有点
不务正业。但程正文顶着各方压
力，创造性地在安吉首创捐面的形
式做公益。刚开始捐面的人不多，
他就自掏腰包、自己烧面，第一年
捐了 2000 多碗面，帮助环卫工人
等有需要的人，他也砸了二三十万
元。人家开店都是赚钱，到他这里
反而亏钱。在那个日日为水电、人
工费发愁的时候，程正文也曾想过
放弃。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程正文的
行为让大家看在眼里，捐面的人渐

渐多了起来。到如今，每捐出 300
碗面，其中就有200碗来自社会各
界的捐赠，这大大减轻了程正文的
负担。

2019 年的暑假是程正文心中
“很美的夏天”。当时，每天有 20
多名小学生来到面馆做志愿者，为
环卫工人端面，在面馆组织下去敬
老院送清凉。期间，许多家长主动
找上门来，要求带孩子来参加活
动，就这样前前后后有500多位小
学生与面馆结缘。“那是个转折点，
小手拉大手，名气一下子变大了，
面 馆 得到的支持和帮助越来越
多。”程正文说。

从那以后，面馆频繁举行各类
公益活动。好心人捐赠了200箱饮
料，面馆组织志愿者把饮料送给梅

园学校每个孩子；国庆节前，面馆组
织环卫工人去学校体验课堂，“尝尝
上学的滋味”；冬天到了，面馆出资
为育星培智学校的孩子送去新衣
服；好心人捐赠了手套，面馆组织大
家去安吉良山蓝天学校送给孩子
……去年底，正文微公益面馆还成
立了社会组织正文公益服务中心，
走上了标准化、规范化提供公益服
务的道路。到目前为止，已经聚集
了300多名志愿者，就在最近还承
接了“清尘有爱·关爱城市美容师”
项目，定期为环卫工人提供全方位
的服务。

“两年来捐了5000多碗面，得
到了很多支持，今年还要争取开分
店。”程正文说。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但会继续做下去。

两年时间送出5000碗面，集中300多名志愿者

公益面馆见证“小城大爱”

近日，竹博园景区迎来了一
批又一批游客前来参观，园区里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最受欢迎，吸
引游客驻足观看、拍照。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玉兰）

本月起，安吉恒达弹簧厂的10
多名女职工利用晚上时间，跟在县
武术协会老师后面学习健身气功，
一节课学2至3个动作，时长1个半
小时。“不仅让人心情放松，还对身
体有帮助，在家里我也会自学。”女
职工张冬香说。

送健身气功到企业，是今年我
县妇儿家庭公益创投项目之一，项
目领办机构是县武术协会。“疫情之
后，为增强女职工心理保健意识，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所以想到把健身
运动融入企业文化。”县妇联党组副
书记、副主席张惠红说，包括恒达弹
簧厂在内，该项目涉及4家企业，每
月开办 5 节课，惠及 60 多名女职
工。

公益创投项目是县妇联牵头开
展的聚焦妇儿的一项重点工作。“今
年是我县第三次开展，与往年不同
的是，这次创新运作模式，鼓励社会
组织认领项目，实施过程中引导基

层妇联融入，充分发挥‘1+1>2’叠
加效应。”张惠红表示，今年共推出
4个项目，除了健身气功，还有民宿
女性素养提升、家庭成长加油站、新
居民巾帼标兵培树等项目，聚焦妇
儿的同时，更加注重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助力社会治理。
民宿女性素养提升项目由县旗

袍协会与灵峰街道妇联联合打造，
目的是提升民宿女主人和管家的接
待礼仪和艺术修养，为民宿经营加
分。“以灵峰街道大竹园乡旅梦工厂

民宿群为试点，项目启动以来，已开
展过形体和旗袍培训，为民宿送花
籽等活动。”县旗袍协会会长全莎娜
说，接下来还将举办礼仪培训、花艺
培训等课程。

新居民管理事关社会治理水平
提升。由递铺街道女企业家联谊会
和街道妇联一起推出的“新居民巾
帼标兵培树”项目准备在街道辖区
排摸一批新居民女性骨干，作为新
居民所在村（社区）妇联副主席候选
人和街道新居民妇联执委候选人，
助力“美丽新递铺”建设；“家庭成长
加油站”项目由县馥语家庭成长指
导中心与昌硕街道妇联共同打造，
助推家庭教育工作。

“创新运作模式目的是实现妇
女工作由妇联系统‘自转’向妇联联
系、引导社会资源‘公转’转变，激活
妇联组织‘末梢’建设。”张惠红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鼓励女性社会组
织和基层妇联参与项目运行，更好
地满足妇女、儿童、家庭、社会多样
化需求。

女职工在学习健身气功

“我最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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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妇联公益创投项目创新运作模式

发挥“1+1>2”叠加效应

■本报讯（见习记者 章婧）

在大型机械的“轰隆”声中，一
架矿石加工机组的传送设备被缓
缓吊起。随着矿石加工机组被拆
除完毕，该未经批准违规设置的矿
石加工点正式停产。

近日，县资源规划局联合县市
场监管局、县综合执法局等部门，
对全县无矿山建筑用矿石加工
机组进行专项清理行动，严厉打
击未经批准违规设置建筑用矿
石加工机组、非法收购加工盗采
盗挖矿石等违法违规行为。联
合执法行动组通过前期全面摸
排、调查取证，发现在天荒坪镇
某废弃工地，存在非法开采、非
法加工的情况。

“未经批准无证开采，造成了
矿产资源的流失以及植被的破
坏。”县资源规划局矿资执法大队
教导员邱立荣补充说道，这不仅
产生扬尘污染，同时也扰乱了本
地砂石市场的正常秩序。因此在
巡查中发现后，就立即对业主进
行法律法规教育，督促其自行拆

除。据了解，该加工机组拆除后，
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对于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的涉矿加工、经营等活动，矿资
执法大队都将严格查处。”邱立
荣说，执法大队将开展不间断巡
查，以零容忍的态度对违规行为
说“不”。

在这次专项清理规范行动中，
联合执法行动组还发现王母山和
赵家上两处砂石零售点，均存在
私自架设筛分加工机组的现象。
其中一家砂石零售业主说，经过
联合执法行动组工作人员的现场
教育，已经认识到自身经营的错
误，主动配合对机组进行拆除；同
时表示，今后将依法依规开展相
关经营活动。

无矿山建筑用矿石加工机组
是矿产资源盗采盗挖的主要原因，
依法取缔是巩固和维护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秩序的必然选择。县资
源规划局矿资执法大队坚持发现
一套取缔一套，对无矿山建筑用
矿石加工机组实现零容忍,守护
好一方绿水青山。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泽宇
通讯员 沈斐然）

近日，记者从县资源规划局获
悉，市民如需办理县内的不动产继
承转移登记业务，可先行到县不动
产登记中心进行咨询，了解办件业
务流程方便事项办理，也将不用再
缴纳公证费和评估费。

此前，在办理不动产继承转
移登记前，申请人必须先行办理
继承公证。然而对于市民来说，
办理继承公证需要提供各种材
料，造成当事人来回跑。此外，某
些情况下市民即使办理了继承公
证，但因房屋改建、无土地证、房
地红线不一致等情况而无法办理
不动产登记。

为了让不动产继承登记更为
便民，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将提供给
有需要的群众“继承公证政府购买
服务联系函”及“关于不动产继承
公证的温馨提示”，一次性将继承

公证的相关事项和要求说明予以
告知，这样就避免了因公证情况不
明造成登记中心和公证部门来回
跑的现象。

省钱是新举措的最大亮点。
一直以来，群众在办理不动产继承
登记前需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
且往往要花费数千元不等的费用，
例如县城内一套价值百万元房产
的公证费约为5000 元。而现在，
办理不动产继承公证所产生的费
用由我县不动产登记部门承担。
据悉，该业务自 5 月 15 日至今总
共开具继承公证政府购买服务联
系 函 9 宗 ，涉 及 继 承 公 证 费 用
28620元，预计每年将为全县群众
减免该项费用金额达60万元。

下一步，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还
将进一步优化流程，探索与公证处
通过线上数据共享，实现“线上融
合”，持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更大
程度让群众感受到“一窗受理，集
成服务”带来的便利。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林贤飞
通讯员 陈博巍）

日前，群众向交警部门反映，
灵芝西路（吉庆路至祥和路段西往
东走向）在早晚高峰期间经常出现
拥堵现象，有时要等两三个红绿灯
才能通过，且车辆变道频繁，很容
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群众的需求在哪，交警部门服
务就跟进到哪。县交警大队为此
专门召开会议协商，并由县交警大
队副大队长裘维新负责落实解决
该问题。

裘维新对接无锡明大交通科
技咨询有限公司，通过监控和实地
勘查对该路口拥堵原因进行分析
研判，发现群众反映的灵芝西路前
半段为两个车道，后半段增设一个

左转专用道，变成三车道，左转车
辆需行至该路段三分之一处向左
侧变道，加之早晚高峰期间车流量
大，极易导致长时间、大面积拥堵
甚至刮擦事故的发生。

对此，裘维新与无锡明大交通
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商议，拟定
对该路段实施渠化改造方案，即将
行政中心北门至祥和路路段中间
隔离护栏拉直，该路段从而变成三
车道。经过方案初审、模拟实验、
数据对比，最终确定此套方案的可
行性，并对照落实。

渠化改造一周以来，县交警大
队通过高德地图软件对该路段进
行车速检测，数据显示，该路段早
高峰期间整体车速提升了 6%，晚
高峰期间整体车速提升了15%，成
效明显。

我县开展无矿山建筑用矿石加工机组专项清理行动

联合打非治违 守护绿水青山

我县不动产继承公证
实现免费办理

城区拥堵路段
渠化改造后更畅通
早晚高峰车速各提升6%和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