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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住新房过春节 有的节前加班加点

横店镇拆后重建一片繁忙
□记者 陈巧颖
春节前夕，横店镇多个村 （小区） 的拆后重建工作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而有些村民则住进了经过简单装修的新房里。
从去年 4 月份启动治危拆违专项行动至今，已过去 9 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横店镇共拆除危旧房 3661 户，其中，D 级危房户
1854 户。
一大片危旧房完成拆除后，在镇党
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村 （小区） 纷
纷启动拆后重建。截至目前，全镇已安排
宅基地 1164 户，已定位放样 909 户，433
户已开工建设。

秦塘加班加点造新房
八一村秦塘自然村共拆除危旧房 100
多间。近段时间，20 多户、90 多间新房一
直在加班加点建设中。
村民沈长忠家的房子是去年 5 月份拆
的，10 月份，新房正式动工建设。为了加
快进度，最近几天，施工队正在抓紧施

工。目前，新房第一层的墙体已经造好，
预计今年六七月份可以结顶。“以前，家门
口的道路很窄，车子开不进来。两边的房子
拆掉后，这条道路得以拓宽。”沈长忠说，许
多年前，自己就想拆掉房子重新建造，可因
为担心施工会影响到邻居，这一想法被一再
搁置。借着“治危拆违”东风，村里的危房一
起拆除，沈长忠也就无需再担心施工问题。
“说实话，房子拆掉后能够进行统一安排、统
一规划，危房户们都很高兴。”
房子被拆除后，秦塘的许多危房户不
得已租住在其他人家里。还有一部分危房
户，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建造新房对他们

公共场所空气质量如何

来说有些困难。于是，村里规定只要年前
开工建设的，挖地基的钱集体承担。“这一
方面可以减轻村民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
还能将整体重建进度给抓上去。”八一村党
支部书记陈正华说，按照计划，秦塘所有
新房都要在 2019 年春节前结顶。

前庄危房户喜住新房
2017 年，沈坎头小区前庄自然村共拆除
危旧房 22 户。从 8 月初启动拆后重建，到如
今新房拔地而起，前庄危房户的拆后重建效
率很高。1 月 3 日，前庄还举行了集体上梁
仪式，14 户危房户集体上梁的场面颇为震

撼，
大大提振了横店镇其他危房户的士气。
在前庄所有危房户中，王满红家新房
的重建进度最快，不仅主体框架已经造
好，新房的第一层还进行了简单装修。十
多天以前，王满红夫妻二人已搬进新房居
住。“本来我们一家人都要在年前住进新
房，可孙女刚出生不久，不能长时间待在
新装修过的环境中。于是，我们夫妻俩先
住进来，儿子他们则在饭点的时候过来吃
饭。”王满红说，新房造好后，自己的心情
很激动，迫不及待想住进来。不过，等过
完年，家里的新房要重新装修，不仅要砌
好外墙，室内也要好好设计一番。
因为开工建设早、施工进度快，王满
红是前庄所有危房户中第一个住进新房的
人。对此，他憨笑着说：“今年春节，村里
可能只有我们一家能住进新房，可到了明
年春节，所有人的新房都装修好了，大家
便可以聚到一起，热热闹闹地过节了。”

爱心企业家慰问环卫工人

横店卫生监督中队开展检查
□记者 陈巧颖 通讯员 卢敏倩

本报讯 春节将至，市民外出观影、乘
车出行等活动频次增加。那么，电影院、候
车室等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到底如何？日
前，横店卫生监督中队执法人员前往横店辖
区的电影院、宾馆、候车室等，对室内空气
开展了专项监督检查。
在横店电影城 （古民居店） 四号厅，执
法人员拿出一个黑色仪器和两根类似探头的
“棍子”。“这是现场快速检测仪，可测出空
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含量。”执法人
员介绍说，屏幕显示一氧化碳浓度为
2.3ppm、二氧化碳浓度为 400ppm，均低
于标准值。随后，执法人员利用甲醛检测仪
和可吸入颗粒物检测仪，测出甲醛浓度为
0.025mg/m3、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浓 度 为
0.041mg/m3，现场快速检测结果合格。执
法人员还对电影院 3D 眼镜等公共用具的消
毒情况进行了严格检查。
据介绍，为保障春节期间横店公共场所
的卫生与安全，自 2 月 1 日起，横店卫生监
督中队以车站、大型商场、影剧院、宾馆酒
店等为重点，全面开展节前公共场所卫生专
项监督检查。

□通讯员 李亚红
本报讯 为保障横店旅游区春节期间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横店市场监管分局加强了
对提供“年夜饭”餐饮单位的监管力度。
据悉，横店市场监管分局对承办“年夜
饭”的餐饮单位实行备案制度，自 1 月 25
日以来，对辖区内大中型餐馆进行了摸底调
查，对有意向承办或者已经确定承办“年夜
饭”的餐饮单位实行了备案登记，掌握承办
单位底数及承办能力，了解年夜饭预订情
况，严禁承办单位擅自扩大场地或者在非餐
饮服务经营场所承办年夜饭。
连日来，执法人员对国贸大厦、东磁大
厦等承办“年夜饭”的餐饮单位开展了食品
安全现场检查指导，主要围绕易引发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事故的重点产品和关键环节，依
次检查前台证照、菜品保鲜柜、粗加工处
理、凉菜间、烹饪、库房等地，重点检查餐
用具清洗消毒、食品添加剂管理、餐厨废弃
物管理、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和食品采购验
收、索证索票、台账登记、食品留样等制度
落实情况。同时对景点周边春节期间营业的
餐饮店进行检查指导，提升春节期间横店餐
饮业安全管理水平。
截至目前，横店市场监管分局已对有意
向承办或者已经确定承办“年夜饭”的 20
家餐饮单位实行了备案登记，发放了 《食品
安全风险防控告知书》，并进行了现场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以书面形式提出了整改
意见，责令限时整改，并要求将整改情况及
时反馈，确保广大“年夜饭”消费者的餐饮
食品安全。

横店镇进行部署
□记者 张庆

本报讯 为做好春节期间的旅游接待工
作，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9 日下
午，横店镇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召开 2018 年
春节旅游接待协调会，对春节期间景区秩序
及周边环境、交通、安全、服务等工作进行
部署。横店镇镇长赵小仙参加会议。
会上，各职能部门汇报了各自的春节旅
游接待工作方案及前期准备工作，纷纷表态
将全力以赴维护横店镇的旅游环境，让市民
和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春节
期间，各职能部门还将强化领导带班及干部
值班制，加强应急值守，以有效应对、处置
旅游突发事件。
据预测，今年春节黄金周的接待高峰将
集中在正月初二至初六。其中，正月初四预
计会迎来最高峰，而梦幻谷、秦王宫景区是
热门之选。因此，安全保畅依旧是横店春节
旅游接待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在加强与
高速交警合作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强了科技
手段运用：加强与导航软件对接合作，通过
百度地图、高德导航等导航软件引导车辆至
停车场，便于集中管理疏导；高点视频监控
系统扩大监控范围，除原先横店镇区到诸永
高速横店互通口外，东阳迎宾大道经新 40
省道到横店的道路也实现全程监控，以便随
时控制交通流量。
为保障道路通畅，今年春节将继续强化
金佛庄路、长征路、影视大道等旅游专线绿
道管理，联合沿线村 （小区） 老协组织等力
量劝导、监管违法停车行为。同时，面对义
东高速、新 40 省道开通，杭州方向游客将
集中从甬金高速东阳互通口下车通过新 40
省道到横店的新情况，将在屏岩山隧道口进
行引导分流，让车辆开往商贸城停车场，便
于大巴车集中接驳，缓解镇区交通压力。
会上，赵小仙强调，各职能部门要高度
重视春节期间的旅游接待工作，坚守岗位，
确保信息畅通、景区内外安全美丽有序，树
立横店旅游良好形象，确保居民游客过一个
安心、舒心、开心的春节。

流动党员节前
“补课”
□记者 陈巧颖

□记者 陈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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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舌尖上”安全

做好春节旅游接待

本报讯 8 日上午，市长庚置业有限
公司顾问吕忠民来到横店镇环卫所，将
近 500 份牛奶、苹果发放给环卫工人、
市政工人、消防官兵等。
从吕忠民手中接过一箱牛奶和一箱
苹果，环卫工人厉绍夏笑得合不拢嘴。
他说：“吕总真是大好人，十几年来，
每年夏天都给我们送饮料，中秋节送月
饼，天气冷的时候还会送保暖衣物，春
节前又送来牛奶和水果。像他这样的爱

心企业家，生意一定会越做越红火。”
“无论严寒酷暑，环卫工人天天奔
走在大街小巷，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城市
环境辛苦工作。希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多多关心这群‘城市美容师’，同时不
乱扔垃圾，主动参与城市环境卫生管
理，共同塑造‘美丽横店’新形象。”
吕忠民说。
康洪伟在横店从事环卫工作已经六
年多了，因为机缘巧合，他们一家四口
现在借住在吕忠民家。每年大年初一，
一家人还要到吕忠民家里吃中饭。
“吕总

很照顾我们，不仅不收取房租，连水电费
都免了，我非常感激他。”康洪伟说，吕总
的关怀之情无以为报，自己只能尽全力
干好本职工作，并教育子女向吕总学习，
在有能力的时候要懂得回报社会。
“2018 年，我们计划成立长庚集团
环卫工人爱心救助基金。环卫工人在遭
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子女上学困难
等问题，需要救助时，均可以向镇环卫
所提出救助申请。申请通过后，他们将
及时获得救助。”吕忠民的一番话，再
次温暖了横店镇环卫工人。

春节还需文明祭祖

横店市场监管分局

开展节前旅游景区安全检查
□通讯员 李亚红
本报讯 为维护春节期间横店旅游景
区、春节大庙会的食品市场、游乐设施
秩序，保障群众健康安全，日前，横店
市场监管分局联合浙江横店影视城有限
公司，对横店影视城各旅游景区、大庙
会会场、旅游接待单位餐饮食品、特种
设备安全进行了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检查了秦王宫、清明
上河图、明清宫苑、梦幻谷等景区。在秦
王宫景区，检查组一行走进汉街仔细检查
了大秦庙会主会场、大秦吃货街，了解肉
夹馍、羊肉泡馍等 10 多种陕西美食的加
工过程，提出了卫生安全的关键控制点；
在明清宫苑景区，对 16 台游览车的检验
上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花车巡游的花
车场内机动车辆提出了安全要求；在清明

上河图、古民居景区，对今年刚招投标后
准 备 开 业 的 11 家 餐 饮 食 品 商 铺 进 行 指
导，要求添加“三防”、消毒设施；在梦
幻谷景区，查看了江南大庙会的布展现
场，庙会食品经营商的入场资格情况，了
解应对食品安全等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
制和预案情况，并在现场提出了相关要
求。
据悉，今年横店春节大庙会设三大主
场，分别为梦幻谷景区江南大庙会、秦王
宫大秦庙会、明清宫苑皇宫大庙会，并在
其他几个景区同时进行新春游园活动。庙
会规模都比往年要大，特别是都增加了美
食一条街。横店分局工作人员对各景区内
春节庙会准备情况进行了调查，要求做好
进货渠道的把关，严格执行索证索票制
度，从业人员要取得健康合格证上岗。从
检查情况看，各景区接待单位对春节期间

本报讯 眼下，不少外出创业就业的市
民纷纷回乡过年。横店镇党委利用这一契
机，于 12 日下午组织返乡流动党员在镇政
府一楼会议室“补课”
。
“补课”期间，流动党员重温了入党誓
词，并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随
后，镇组织委员金莉莉领学 《东阳市农村流
动党员管理办法 （试行）》，要求流动党员
每年定期回村参加主题党日活动，外出地在
金华市内的，每两个月至少参加一次，省内
的每季度至少 1 次，省外的每半年至少一
次。此外，流动党员要每月反馈学习情况或
递交思想汇报，否则将按党员积分制管理规
定，对相关党员进行扣分。
流动党员们还当场对“党的十九大精
神”应知应会内容测试题进行作答。

食品安全、游乐设施工作重视，接待工作
提前准备，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基本
做到了合法经营，食品加工、设备操作基
本规范。
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单位存在超范
围经营、防尘防蝇设施缺乏、特种设备缺
警示标识等情况，监督人员当场责令立即
整改，并将继续跟踪落实整改。同时检查
人员要求各旅游服务单位进一步严格落实
安全责任制、完善各项安全措施，切实保
证游客的健康安全，过一个欢快和谐的中
国年。

□记者 陈巧颖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即将来
临。在这阖家团圆、幸福快乐的日子里，横
店镇党委、政府给全镇人民发出一份文明过
节倡议书，倡导大家过一个欢乐喜庆、文明
祥和的新春佳节。
横店是蜚声在外的影视文化名城，每年
春节都有大量游客来此游玩，横店镇建议市
民在外出祭祖时，合理安排时间和路线，尽
量避开高峰时段和易拥堵路段。停车时，要
将车辆停至附近停车场或固定停车位里，不
要随意停放在路边，以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
通行。
此外，春节是集中祭祀活动的高峰期。
以前，市民通常通过“放一挂鞭炮、烧一沓
纸钱、点一根蜡烛、送一碗米饭”等来表达
对先人的怀念之情。可在提倡“文明祭祀”
的今天，这种方式显然已不合时宜。
为此，大家在祭祖时要做到不燃放鞭
炮，少烧或不烧纸钱，以免引发山火。同
时，不乱折花草，不破坏美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