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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青田县城空气质量指数：28 级别：一级 描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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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浙远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浙江省行
政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资金往来结算票
据一张，票据代码：
42101，票 据 号 码 ：
1656688956，特 此 声
明遗失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讯（记者 尹宇晓） 近日，在
祯旺乡祯旺村，垃圾分类监督员正在挨
家挨户上门扫码“看桶”，对农户垃圾分
类情况进行监督评分，如果遇上垃圾分
类错误的情况，监督员总会耐心细致地
向农户讲解正确的分类方法。

上门扫码“看桶”是祯旺乡全面实
行垃圾分类智能化模式的创新之举。
该乡通过统一派发印有专属二维码的
新式垃圾桶，建立一户一码实名制，每
天都有专人扫码检查，将垃圾分类的优
劣结果录入系统，生成分类红黑榜单，

利用大数据强化垃圾分类溯源管理，有
效提升了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近年来，祯旺乡持续深化落实“垃
圾分类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加强源头
管理，狠抓过程落实，创新推动垃圾分
类成为群众生活良好习惯、社会管理良
好风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垃圾分类工
作新亮点。

除了智能化管理，祯旺乡还积极健
全垃圾分类“工作体系”，疏通垃圾分类

“循环系统”。考虑到前期桶站布设的
重要性，该乡积极做好基础桶站和分类

驿站的设置。截至目前，全乡6个行政
村共设置完成基本组合桶98组、“四品
类”分类驿站12组。同时，在垃圾清运
工作上，该乡明确垃圾清运规章制度，
严格落实清运责任，统筹安排全乡保洁
员定时定点清运垃圾，坚决杜绝各类垃
圾混装混运，保障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成
效。

在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祯旺乡党
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身作
则，将垃圾分类工作落到了实处。该乡
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

以来，全乡287名党员干部带头深入一
线，走入群众家中，面对面宣传，手把手
指导，实现了“要我垃圾分类”向“我要
垃圾分类”的意识转变。

下一步，祯旺乡将建立长效机制，
常态化开展监督巡查和专项治理，多方
联动，下好垃圾分类“一盘棋”，持续性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奏好垃圾分类“协奏曲”引领文明生活“新风尚”

祯旺乡高质量打好垃圾分类“组合拳”

本报讯（记者 夏建微） 日前，仁宫乡召开村级组织
换届工作总结大会，总结换届选举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工作，以推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新台阶。

“稍息、立正，向左转……”会前，在仁宫乡党建广场
上，该乡新一届村两委干部、乡干部统一着装，在教官的认
真指导下，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参与到军训活动
中，旨在提高全体乡、村干部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着力提
升他们的纪律意识、团队意识、执行意识，为推进全乡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随后，该乡8名一肩挑人
员集体亮相表态。

会上，宣读了党支部任命文件，发放了村委会成员当
选证书，进行了授印仪式以及村级组织换届工作小结。据
仁宫乡人大主席朱群松介绍，该乡此次村级组织换届有五
个特点，群众民主意识明显增强，选民参选率高，全乡选民
平均参选率达到91.01%；村“两委”换届统筹安排压茬进
行；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结构更加合
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达16人，平均年龄为48.5岁；村“两
委”交叉任职比例高，干部职务更加合理；选举秩序井然，
没有出现任何扰乱选举的现象。

随后，还为新一届村两委干部进行培训，为他们解读
如何当好新形势下村干部、纪律相关规定、三资管理等内
容。当天下午，该乡各村新老主职干部还进行了交接仪
式。

仁宫乡召开村级组织
换届工作总结大会

本报讯（记者 叶芳芳） 9月18日，温溪镇纪委监察
办组织人员开展正风肃纪明察暗访，筑牢廉洁过节纪律防
线。

检查组实地走访了辖区内部分农家乐、土特产品店
以及机关单位食堂，通过询问、查台账、翻票据等方式，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同时，还就农家
乐、机关单位食堂是否存在浪费现象进行检查，要求机
关干部从我做起、树立节俭意识；餐饮从业人员积极引
导就餐客人按需点餐、吃剩打包，用“光盘”行动杜绝“舌
尖上的浪费”。

据了解，此次检查采取明察与暗访并进，事先检查组
成员都不知道当天的被检查对象，检查情况总体良好。接
下来，镇纪委监察办仍将紧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

“四风”问题，继续加大明查暗访力度，保持正风肃纪高压
态势。

温溪镇开展
节前正风肃纪专项检查

罗品艺，男，汉族，1979 年 2
月生，浙江青田人，2001年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9 年 9 月参加
工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
青田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二
级主任科员，拟任县直单位正科
领导职务。

厉玉微，女，汉族，1979年7月
生，浙江青田人，2000 年 4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7 年 9 月参加工
作，中央党校大学学历。现任青田
县委台湾办公室(县政府台湾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三级主任科员，拟
任县直单位正科领导职务。

郑涛，男，汉族，1969 年 4 月
生，浙江武义人，1995 年 4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1 年 8 月参加工
作，大学学历。现任青田县经济商
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二级主任
科员，拟提名县直单位正科领导职
务人选。

陈娇娥，女，汉族，1973 年 12
月生，浙江青田人，2004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
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田县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党组
成员、三级主任科员，拟提名县直
单位正科领导职务人选。

陈叶兰，女，汉族，1980 年 11
月生，浙江丽水人，2005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1年7月参加工
作，浙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现
任船寮镇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
二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乡镇人大主
席候选人。

李永达，男，汉族，1979年7
月生，浙江青田人，2011 年 6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 年 11 月
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
船寮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三级
主任科员，拟任乡镇（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

徐枞均，男，汉族，1980 年
10 月生，浙江青田人，2011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8月
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
北山镇副镇长、三级主任科员，
拟任乡镇（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

徐淼，男，汉族，1983 年 3 月
生，浙江青田人，2003 年 12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04 年 9 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腊口
镇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二级主
任科员，拟任乡镇（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

季建荣，男，汉族，1982 年 10
月生，浙江青田人，2012年9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9 年 9 月参加
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章村
乡组织委员，拟任乡镇（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

刘巧芬，女，汉族，1981年10月
生，浙江青田人，2002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2002年8月参加工作，在
职大学学历。现任中共青田县委
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干部科科长）、
四级主任科员，拟任县直单位副科
领导职务。

叶志强，男，汉族，1977年6月
生，浙江青田人，2000年7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1997 年 9 月参加工
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青田县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成
员、市场管理科科长，拟任县直单
位副科领导职务。

黄家荣，男，汉族，1991 年
10月生，浙江遂昌人，2013年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9月
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现任
青田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秘书
科科长、四级主任科员，拟提名
乡镇人大副主席候选人。

殷叶夫，男，汉族，1992年6月生，
浙江青田人，201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4 年 8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现任共青团青田县委办公室主任，拟任
乡镇副科领导职务。

潘娟，女，汉族，1991年8月生，浙
江青田人，201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3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现任鹤城街道团工委书记，拟任乡镇
副科领导职务。

陈泽昊，男，汉族，1991年10月生，籍贯
浙江青田，出生地浙江庆元，2016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10月参加工作，在职
大学学历。现任温溪镇团委书记、四级主
任科员，拟提名副乡镇长候选人。

刘琳琳，女，汉族，1988年6月生，
浙江青田人，200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0 年 9 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现任山口镇团委书记、县公安局四级
警长，拟任乡镇副科领导职务。

张钊钊，女，汉族，1992年2月生，浙江
青田人，201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
年9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巨浦乡团
委书记、党政办主任、纪委委员，拟提名乡
镇人大副主席候选人。

本报讯 （记者 黄玲晓 张永益）
昨日，浙江省首届生态运动会公开水域
游泳系列赛（青田站）在三溪口街道上
岸村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6支代表队
共700多名游泳爱好者齐聚青田，畅游
瓯江。

据了解，此次赛事设置男子年龄组
2000米竞速游（其中61～70周岁组1000

米竞速游）、女子年龄组1000米竞速游、
畅游1000米三个比赛项目。其中，男子
年龄组 2000 米竞速游和女子年龄组
1000 米竞速游又分为 18-30 周岁组、
31-40周岁组、41-50周岁组、51-60周
岁组、61-70周岁组等组别。

伴随着发令枪响，运动员们纷纷下
水，化身“浪里白条”，在瓯江中劈波斩

浪、奋力向前，感受青田如诗如画的山
水画卷和天人合一的意境。

“今天整体游下来不是很累。这里
水也很清澈，环境山清水秀，感觉很不
错。”来自舟山市游泳救生协会的选手
朱国维介绍，此次比赛，他们协会共来
了 30 几名队员，他也是第一次来到青
田，准备趁此机会好好游览一下。

在随后进行的男子年龄组 2000 米
竞速游中，运动员们你追我赶、挥臂斩
浪，整场比赛扣人心弦、高潮迭起，赢得
场外观众阵阵喝彩。

经过近半个小时紧张激烈地角逐，
最终湖州游泳救生协会的任谢浩宇以
21分16秒的总成绩，获得该项目冠军。

“我参加过在钱塘江、千岛湖等地举办
的游泳比赛，感觉青田环境也很不错。
这边的水质也非常好，游得还是挺开心
的。”任谢浩宇表示，游泳本就使人身心
畅快，碧波浩渺的湖水让这次比赛更有
看点了。

此次赛事也吸引了不少青田当地
游泳爱好者的参与。能够在家门口参
加省级游泳赛事，他们都感到非常激动
与自豪。“我是一名葡萄牙华侨，我走过
很多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家乡青田最
好。青田环境好，山清水秀，我作为青
田人很自豪，很骄傲。”葡萄牙华侨叶小
勇说，接下来，他也会鼓励亲朋好友多
参加游泳之类的体育运动。

此外，本次活动还有桨板瑜伽、
独竹漂等表演项目，将“体育竞技性”

“群众参与性”和“表演欣赏性”充分
融合，让本次生态运动会“生态”的理
念、“青田”的特色、“体育”的特性和

“文化”的内涵充分展现，为参赛选
手、嘉宾和青田市民提供视觉感官上
的饕餮盛宴。

游泳健将畅游青田“山水画廊”

青田县拟提拔任用县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通告
（上接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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