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食品安全
◀近日，常山县金川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对辖区内的食品

安全问题展开专项抽检。执法工作人员以辖区餐饮企业、商场超
市、便利店等消费集中区域为重点，检查食品包装、标识、生产日
期、保质期等内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
安全。图为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冷冻食品包装。

通讯员 吴婧涵 严君芳 曾小兵 报道组 刘青 摄

酷暑送清凉
▶骄阳似火，酷暑难当，浙

江省交通集团开化服务区组织
开展“高温酷暑送清凉、丝丝关
爱暖人心”活动，为司乘人员提
供降火凉茶及绿豆汤等防暑降
温食品，并免费发放清凉油、藿
香正气丸等防暑降温药品。图
为7月5日，志愿者为服务区工
作人员送西瓜。

通讯员 万昕 摄

【堡垒名片】
2007年，衢州市希望幼儿园成

立了党支部。多年来，园区党支部
先后获得“柯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全区两新组织‘双强争先’先进单
位”等称号，党建品牌“红烛先锋”入
选浙江省社会组织党组织特色工作
60 例，多名党员获市级、区级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

【党建故事】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柯城区荷

花街道裕丰花园小区的裕丰幼儿
园。在教学楼二楼，有一间陈列着
各类红色书籍、摆有茶几和休闲椅
的“红色书屋”，这里是教师们在闲
暇时光学习充电的地方。

园区的教师办公室里，2名党
员教师刚从杭州学习回来，经过
一段时间的学习培训，她们的党
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得到了全方位
提升。

“将党员教师送出去培训，是
我们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和党组织

竞争力的一种方式。”希望幼教集
团党支部书记周显琴介绍，每隔一
段时间，园里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
园辅导，并将骨干教师送到省内外
知名幼教机构培训，通过“请进来
送出去”培训活动，帮助教师增强

“烛力”。
近年来，希望幼教集团党支部

围绕着“红烛先锋 点燃青春”这个
独具特色的党建品牌，开展点亮“烛
心”、修正“烛身”、增强“烛力”、释放

“烛光”行动。每年，整个集团都会
开展先进教学新秀、教学标兵、优秀
教师评选活动，树立一批教研先
锋形象。

“通过加强培训以及针对幼儿
教师的考核，评选出一批骨干教师，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重点培养，提升
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增强了党组
织的竞争力。”据周显琴介绍，通过

“把优秀教师培养成党员、把优秀党
员培养成园长”这种独特的培养方
式，点燃了教师队伍干事激情。目
前，希望幼教集团下属10个分园的
园长全部由党员担任。

为积极延伸幼儿园党建工作

网络，集团党支部还形成了幼儿
园-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党建
网络覆盖模式，和朝阳社区形成了
支部共建共享单位。同时，利用

“宝宝在线”网上直播技术，让家长
和幼儿在“云”上共享百年大党的
光辉历程。

截至目前，希望幼教集团共开
展“教师红色经典诵读”“红色百年、
书润童心”阅读活动、“红军爷爷讲
故事”等学习教育 20余次，不仅在
幼儿的心里播下了一颗颗“红色”的

种子，也增强了党员教师服务群众、
服务社会的意识。去年5月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最紧张的时候，希望幼
教集团的党员教师们纷纷慷慨解
囊，共向武汉募捐了5万多元，为抗
疫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堡垒宣言】
一份信仰，一份承诺；一份使

命，一份责任！希望幼教人将继续
秉承“红烛先锋”党建品牌，砥砺前
行在幼教的路上。红色堡垒

“红烛先锋”点燃党员教师先锋意识
——百个“红色堡垒”晒党建系列（67）

记者 郑菁菁 通讯员 吴国花 郭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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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工资保证金退还公示
48省道延伸线常山溪口至宋畈公路工程L2标段由浙江大宇

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现工程已交工验收。根据招标文件项目

专用合同条款4.1.10第（3）条的规定，该工程的民工工资保证金在

本公示后将予以退付给施工单位。如有对工程民工工资发放存

在异议的，请在本公示之日起30日内向常山县交通运输局投诉。

联系电话：0570-5019076

浙江大宇交通工程有限公司48省道延伸线常山溪口至宋畈

公路工程L2标段项目经理部

2021年7月6日

本报讯（报道组 邓威）上月
29日上午，“百花向阳——2021全
国花鸟画作品展”在浙江省首批特
色小镇龙游县红木小镇开幕。来自
全国各地的入选作品代表、慕名而
来，参观展览的美术界人士和花鸟
画爱好者近400人。

据悉，本次参展作品展现的是
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表达了对党、
对祖国、对家乡、对时代的挚爱之
情，也是画家们以艺术表现形式庆
祝建党100周年。活动共展出优秀
画作 195件，包含 40件中国美术家
协会入会资格作品，并将由龙游县
博物馆收藏入会资格作品。龙游美
术家协会会员余久一的《清风与归
图》、包美珍的《阳春布德泽》以及蓝
耀的《根深叶茂——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周年》等 3幅作品也在

其中。
“国家级美术大展首次在龙游

举行，这是一场艺术盛宴、视觉盛
宴、文化盛宴。”龙游县文联副书
记、副主席傅建刚说。近年来，龙
游县在全省打造“重要窗口”和市
委“1433”发展战略体系指引下，围
绕“浙西新明珠”目标愿景，大力开
展“文化龙游”建设，深挖人文底
蕴、深化以文化人、培植文化基因，
不断推动龙游文化事业，特别是美
术事业高质量发展。龙游将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文化龙
游”建设，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全面
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建设“活力绽
放、精彩纷呈”的浙西新明珠提供
有力文化支撑。

据了解，本次展会将持续到 7
月9日。

2021全国花鸟画作品展
在龙游开展

H5二维码

本报讯 （记者 腊莎 通讯员
余永丹）今天起，“看见新衢州 一
起来谋划”有奖征集评选开始了，奖
金丰厚，等你来参与。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眼下，衢州正努力争
创四省边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
市。项目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金钥
匙，为广泛征集社情民意，集聚民智
民资，科学推进重点项目谋划与建
设，市发改委、衢报传媒集团、衢州
广电传媒联合推出了“看见新衢州
一起来谋划”有奖征集评选活动。

你对衢州有着怎样的期盼？参
与者可结合我市打造四省边际综合
交通、商贸物流、教育医疗、绿色金
融、人才集聚、美丽经济、数字经济
等 7个“桥头堡”战略定位，重点可

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三个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征集时间
截至 7月 21日，主办方将组织专家
对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评审论
证，并设置“金点子”奖5名，每名奖
励 2000元；“银哨子”奖 20名，每名
奖励 1000元；优胜奖 30名，每名奖
励500元。

你可以通过掌上衢州APP、衢
州新闻网、衢州发布、无线衢州
APP、衢州市发改委官方网站等，或
者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建言H5，进
行在线留言。

“真是越来越方便了！以前
要跑到市里找律师，现在在家就
有律师教我怎么做了……”在开
化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一名办事
群众对手机微信里的“衢州e法通”
由衷赞叹。

根据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工作安排，市司法局调研
组深入各县（市、区）开展公共法律
服务调研，把调研座谈会开到了乡
镇、村一级。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
流，发现随着群众法治意识不断增
强，“遇事找法”需求显著提升，但对
基层尤其是偏远地区群众来说，“遇
事找法”的渠道不够便捷。开化县
华埠镇司法所所长告诉我们，虽然

“12348浙江法网”等渠道可以提供
在线咨询，可是老百姓不习惯用，要
么觉得找台电脑太麻烦，要么干脆
忘了网址。而且打开网站、注册登
录等步骤对年纪较大或者文化水平
不高的群众来说，难度太大。而这
部分群众往往是最需要法律保障权
益的。

如何真正把实事好事办到老

百姓的心坎上，真正让群众享受
到普惠均等、便利高效的公共法
律服务，我想，实用性是我们数字
化改革的方向。“衢州 e 法通”汇集
了全市 700 多名律师、公证员、人
民调解员、司法鉴定员等法律专
家，实现法律咨询、法律援助、仲
裁、公证、鉴定申请等 13 类在线公
共法律服务“一指通办”，是全省
法律服务的首创之举。群众可借
微信小程序，在手机上提出各类
法律疑问并迅速得到解决，也可
以在线办理公证、仲裁、行政复议
申请、法律机构、法律文书查询等
事项，降低企业和群众寻法之路
的时间与金钱成本。

创新改革的同时，如何借助
互联网力量，做到不扰民、不增加
基层负担，真正为民办实事？数
字赋能为我们提供了有效路径，
我们将继续“出实招、显成效、惠
基层”，加大宣传推广力度，让人
人都有 24 小时在线的法律顾问，
畅通基层寻法之路，夯实法治衢
州建设之基。

学史力行办实事

“四个我为”·局长蹲点调研笔记

数字赋能，人人都有法律顾问
市司法局局长 邓胜斌

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
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雷阵雨。以上有雷雨地区短时风雨较大。偏
东风2~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37℃，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27℃~28℃。

天气预报

图为幼儿园里的红色书屋，里面摆有各类红色书籍和幼教用书。

本报讯（通讯员 徐露婷 王英
洁）“好开心啊！我太喜欢这个冰
雪奇缘的书包了，还有本子和笔。
谢谢在衢州的党员叔叔。”近日，在
开化林山乡中心小学，四（1）班学生
詹伊接过工作人员递过的礼物高兴
地说。

为了让流动党员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不漏学、不掉队，6月 13日，
林山乡党委组织在衢工作的流动
党员和驻衢支部一起，集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学习会上，流动党员
还积极认领了来自林山乡中心小

学的“微心愿”。“孩子们的心愿很
微小，几乎都是学习用品，一个文
具盒或者一个新书包。我希望能
够尽我们的心意帮他们实现。”林
山乡驻衢支部书记鲍雨根说。会
议一结束，党员们立即前往附近的
新华书店，帮孩子们实现“微心
愿”，并叮嘱工作人员尽早交到孩
子们的手中。

当天，林山乡还组织驻衢支部
参观了衢州城市展览馆，并召开了

“我为衢州先行献一策”的座谈会。
与会党员讨论热烈，纷纷为林山和

开化以及衢州的发展建言献策。“这
个活动办得好，不仅让我们集中学
习了党史，还为困难学生实现“微心
愿”，甚至为家乡的发展建言献策，
真是太有意义了。”林山乡在衢党员
邹华锋说。

林山乡党委这次举办的活动，
给在外党员带来了归属感，让他们

牢记党员身份，做到“离家不离党，
离家不离学”。“下一步，林山乡将持
续关注在外的流动党员，以驻衢支
部、驻杭支部、东城飞地网格为重
点，围绕‘四个我为’，扎实推进全乡
的党史学习教育。”林山乡党委副书
记张雯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离家不离党，离家不离学”

林山乡组织流动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看见新衢州 一起来谋划”
有奖征集评选活动今日启动

江山不动产登记实现线上自助缴费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金 郑芳

芳）“不用排队等，几分钟就完成
了。”7月 5日，在江山市资规局自
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市民姜燕霞通过手机完成
了不动产登记自助缴费，不禁为该
服务点赞。据了解，江山市不动产
登记线上自助缴费功能开通一周以
来，已有57人通过线上办理了这项

业务。
开通不动产登记线上自助缴费

功能，是江山市资规局自然资源调
查登记中心深入推进“互联网+不
动产登记”，优化营商环境的又一便
民利企举措。

不动产登记缴费现场排队耗
时长，一直是办事群众和企业关
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此，江山

市资规局与财政局密切沟通协
作，通过不动产登记系统与浙江
政务服务网统一公共支付平台深
入对接，创新推出了不动产登记线
上自助缴费功能。申请人只需登录
浙江政务服务网，在“一件事一次
办”主题集成服务版块，点击“不动
产登记”图标，即可完成不动产登
记费的自助缴纳。缴费成功后，

系统将自动生成电子票据，实现
缴费票据线上线下随时自助查
询、自助打印。江山市自然资源
调查登记中心副主任何一山相
告，该中心将继续深化“互联网+
不动产登记”应用场景，努力提升
不动产登记自助化、便利化水平，
让办事群众和企业享受更加快捷
的服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