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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苗头
东阳江镇全面构建全链条联防联控体系

□记者 吴嘉沁

本报讯 日前，东阳江镇综合指挥中心
接到群众电话反映，三甲院村发生了一起
因路面硬化导致的邻里纠纷。中心调度人
员根据情况，迅速下达指令至各主管部门
和联勤联动员，指派公安、综合行政执法
以及联村干部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进行处理。经过调解和政策解释，双方
最终达成和解。
“当天村干部、联村干部和相关部门来
到现场查看实际情况，根据村里的建房规
则，向他们具体介绍了相关的政策，根据
这里的基本地势，让两户人家达成了一个
共识。”东阳江镇三甲院村联村干部胡金成
说。
据了解，东阳江镇在前期集中开展的
“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大提升”专项
活动中，已成功化解矛盾纠纷 36 件。为进

一步夯实“四大”专项行动成果，去年 12
月底以来，东阳江镇全面构建“党委引
领+部门协调+专业保障+多元参与”的联
勤联访联防全链条联防联控体系，驻村干
部、公安民警、网格员、村干部联动解决
矛盾纠纷、风险隐患和群众困难。该体系
根据案事件、矛盾纠纷以及事态发展情
况，分为一级案事件、特殊案事件、重大
案事件，下设三级联勤联动体系，由综合
指挥室统一调度。
东阳江镇副镇长郑健昊表示，根据
工作需要，各涉及部门单位、联动员受
指挥中心下设各负责人指挥调度，会第
一时间到场处置或参与事后矛盾化解、
案件处理。
此外，东阳江镇还打造了基层社会
治理“五支队伍”，即一支由驻村干部、
村干部、网格员组成的民情民访代办队
伍 ， 一 支 由 党 员 、 村 民 代 表 “1+1+N”

组成的“桥梁纽带”联系队伍，一支人
民调解队伍，一支集消防、救助功能于
一体的应急管理队伍，以及一支集防
盗、防诈骗于一体的政策宣传巡逻队
伍，开展网格化管理走动式全方位服
务，进一步完善村级联防联控体系。
截至目前，东阳江镇已联合走访农户
7000 多户，化解矛盾纠纷 48 起，化解率
100%，初信初访下降了 80%，信访化解时
间由原来的平均 10 天压缩到现在的平均 4
天；联合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生产、水
上执法等联合检查执法 40 余次，实现了安
全生产零事故。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零’字突出，
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子、新举措和新方
法，整合群众需求，密切干群关系，工作
做到前面，努力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苗头，
从根源解决问题，切实保障东阳江镇和谐
稳定发展。
”东阳江镇相关负责人说。

人力资源市场迎来
“开门红”
□记者 杜哲英 吴婷婷
本报讯 昨日是大年初七，我市人力资
源市场正式开门。尽管过年的氛围还在，但
是不少求职者纷纷开始到人力市场找工作，
开启新一年的奋斗之路。
早上八点半，位于振兴路的人力资源市
场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气，不少求职者早早
来到市场。很多企业也赶了个大早，希望能
够尽早物色到合适的人才。
记者看到，市场内近 20 家职介所大部
分都已经开业，窗口上贴着各种招聘信息，

岗位涉及各行各业。除了传统行业用工岗位
需求量大，网店美工、客服、物流快递等岗
位尤为抢手，工资待遇也相应较高。
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建平
表示，当天的情况看来比较理想，预计到大
年初十、十一，人可能还会多起来。受疫情
影响，我市组织开展了线上线下多渠道招
聘，范围涉及各行各业。
据悉，春节过后是招聘的高峰期，除了
到人力资源市场，求职者也可以登录东阳人
才网或者微信关注“东阳就业”小程序，随
时搜寻岗位信息。

开工首日遇见“雨水”
未来七天前晴后雨

□记者 孙新萍
本报讯 昨日是牛年上班第一天，天气
不错，阳光满满。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说，
接下来将开启连晴模
式，
气温回升很快。受一股冷空气影响，
这两天早
晨冷感明显，
随着冷空气影响结束，
加上晴好天
气，
气温将显著回升，
预计最高气温直冲到25℃。

昨日迎来“雨水”节气。如果说“立
春”是春天的奏鸣曲，“雨水”就是进入春
天的变奏曲了，雨水节气前后，万物开始萌
动，气象意义上春天正式到了。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说，从最新气象资料
分析，预计未来七天前晴后雨，气温有所起
伏，其中 23 日前后、25 日受高空槽东移影
响，各有一次降水过程。

西甑山公墓

“雨水
雨水”
”季节花纷纷

春节发放口罩 8000 余只
戏曲声声庆新春
日前，虎鹿镇白溪村的戏曲爱好者
们在空旷通风的露天场地开展分散型戏
曲演唱活动，极大地丰富了乡村文化生
活，为新春佳节增添了祥和欢乐的气
氛。
通讯员 朱志祥

□通讯员 周志伟 金康康 记者 陈云
本报讯 “您好，请您佩戴口罩进入墓
区，如您忘记携带，我们将免费为您提
供。”从大年初一起，市西甑山公墓就安排专
人在入口处为有需要的祭扫市民送上免费口
罩。据统计，春节期间，西甑山公墓共接待祭
祖市民 7 万余人次，
发放口罩 8000 余只。
为做好春节期间祭祀安全和疫情防控工
作，西甑山公墓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市公安部门在公墓入口处安排警力，全

力维持现场秩序，保证祭祀工作文明有序进
行。同时，西甑山公墓工作人员积极向市民
讲解文明祭祀相关知识，提倡通过鲜花遥
祭、网络祭扫、居家追思、踏青遥祭等方式
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现场祭扫要错峰出
行，避免造成人员聚集。
一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积极推动殡葬
改革、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得到
了广大市民认可。今年用鲜花进行祭奠的群
众较去年有较大增加，焚烧纸钱的现象明显
减少。

东阳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
信访件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 （二）

“剑锋 2 号”
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开展专项行动成果丰硕

□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讯 昨日，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
民警赶赴乡镇、看守所，调查取证核实案
情。春节假期期间，他们没闲着，一直在
排摸线索追捕“漏网之鱼”。
为切实保障生态安全和广大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市公安局根据上级部署，
从 1 月 15 日起至 2 月底组织开展“剑锋 2
号”统一收网行动，突出重点打击以食用
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
野生动物及制品犯罪行为。
森林警察大队会同治安、食品药品环
境犯罪侦查大队和各派出所，密切与相关
部门的互通协调，对辖区内的餐馆饭店、
农贸市场、花鸟市场、乡村集市、农家
乐、食品加工坊、冷冻冰库、中药药店等
重点场所开展地毯式突击检查，严密排查
山野林区投放野猪夹、捕鸟网、电子诱捕

器等犯罪行为。
1 月 18 日中午，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
队接报，有人在湖溪镇某山坳被野猪夹夹
到，人已被救脱险。1 月 20 日，经过周密
排摸侦查，民警在千祥镇某村抓获涉嫌非
法狩猎的犯罪嫌疑人杨某、班某，二人次
日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森林警察大队
深入调查发现，同案还有嫌疑人韦某在
逃，在办理刑事拘留法定手续后对其进行
上网追逃。目前，民警查证他们已累计非
法捕获野猪和麂 12 只、画眉 2 只。
1 月 25 日上午，南马派出所在南马镇
两头塘村山上抓获以“斗鸟”方式涉赌人
员 18 名。民警在法制教育后予以行政处
罚，缴获的 26 只画眉移交野生动物救助单
位救助。
2 月 4 日，森林警察大队会同白云派出
所，在虎鹿镇抓获犯罪嫌疑人蔡某，收缴
野猪夹 6 个。蔡某在山上捕猎一只野猪出

售、一只野兔自己食用，次日被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
2 月 7 日，虎鹿派出所配合森林警察大
队，在虎鹿镇新陈村抓获嫌疑人田某，收
缴野猪夹 1 个，疑似麂头 2 个，疑似野猪头
1 个，当日嫌疑人田某被市公安局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
同日，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到虎鹿
镇蒋村桥村嫌疑人周某租住房内查获报警
器 80 个、野猪夹 18 个，收缴疑似冷冻麂 2
只。目前，嫌疑人周某在逃，警方正在追
捕中。
另外，市公安局严打涉枪狩猎等违法
犯罪，抓获以食用为目的的用汽枪、弹弓
打鸟犯罪嫌疑人 5 人。
自“剑锋 2 号”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截至 2 月 17 日，市公安局已抓获涉案嫌疑
人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 名，另有 2 名正
在追捕中。

根据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件验收销号工作要求，现将 4 个中央信访
件的整改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期间从 2021 年 2 月 19 日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共
7 天。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东阳市迎
检和整改协调联络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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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金华市生态环境局东阳分局 （东阳市吴宁
街道人民路 2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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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ongyang.gov.cn/） 公告公示栏目，或手机扫描
二维码查看。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东阳市迎检和整改协调联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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