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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设计室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本，证号：331004000118901，
声明作废。

各用户：
2017年12月15日（08:00至18:

00）：因计划检修上倪段Q773线—
上倪段Q3125开关后段停电，停电
区域：下庄卢村、上倪塑胶园区等。

2017年12月15日（08:00至18:

00）：因计划检修上后郑Q450线—后
郑Q3001开关后段停电，停电区域：
车头村、高洋应村、后郑村、上倪村等。

2017年12月15日（07:00至22:
00）：因 计 划 检 修 十 甲 Q719线
Q7001开关后段停电，停电区域：葛

家村等。
以上线路因检修停电，遇雨顺

延，希各用户注意！给用户带来不
便，敬请谅解！

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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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金珍娇

11月30日10时，区司法局二楼会
议室，时而传来激烈的讨论声，时而寂
静无声、气氛严肃，入门一侧的白墙
上，“尽我们微薄之力、促社会公平公
正”几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里正在召开法律援助案件差别
化补贴评估会，15位行业大咖级律师
对今年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评估、
打分，进而对法援律师实行差别化补
贴。

“法援案件差别化补贴是我区首
创，旨在加强法援案件质量监管，全面
提升办案质量，确保弱势群体享受到
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让群众在法治
民生领域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区司法
局局长应仲友说道。

从“走过场”向“重质效”转变
法律援助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一

项。近年来，区司法局法律援助覆盖
面不断扩大、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今
年截止目前，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09
件，法律咨询1222人次，开展法治宣
传12次，先后回访受援人40名，参加
庭审旁听24件，提供上门服务5次。

“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差别化补贴”
是市司法改革在我区进行的一次有益
尝试，旨在通过政策导向的引领和评
估机制的建立确保援助案件质量。

“客观地说，我区的法援工作和援
助案件办理的质量在全市是领先的，
取得过可圈可点的业绩。我们之所以
适时推出法律援助案件差别化补贴这
一举措，首先是民众对法律服务的需
求和要求在扩大和提高，其次是出于
对援助律师的关爱，希望这项制度的
实施能够产生规范和激励作用。”区司
法局副局长洪勤辉如是说。

为调动法援律师的积极性，区司
法局成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差别化
补贴领导小组，由局长、分管副局长直
接负责。在征求各司法所、基层法律
服务所、法律援助中心、资深律师以及
法援专职律师的意见后，改变以往只
从群众角度考虑法援工作的模式，从
律师入手，通过法援案件等级评分、差
别化补贴，提升律师对法援案件的重
视度。

“过去补贴采取‘一刀切’模式，即
不论质量好坏统一补贴。现在将办案
补贴与办案质量密切挂钩，实行一案
一评，将评估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和不合格四个等次，并根据考核结
果实行补贴。此外，对被评为不合格
等次的案件，取消该案的办案补贴。”
洪勤辉说。

从“不关心”向“很关切”转变
“你好，我是陈律师，想了解一下

负责你工伤案件的律师在处理案件时

的服务态度？”
“态度很好、很负责。”
在评估会上，时不时会传来这样

的一问一答。这是质量评估专家在向
受援人回访律师在办理援助案件过程
中的服务情况，这是打分标准的其中
一项。

“前期准备过程中，我们不断细化
评估标准，最后将评估指标分案件承
办质量、受援人意见征询和法院意见
三大类。”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蒋健
说。

现场，每位评委面前都摆着一份评
分标准打分表，分刑事和民事两类。以
刑事案件为例，从收案的手续办理、会
见被告人的会见笔录到回访中当事人
的评价，整整九大项、十六条。

为了让法援案件质量评估结果更
具科学性和权威性，区司法局成立了
专家评估团，由6年以上执业经历、热
心法律援助公益事业、具有良好执业
道德和职业操守、享有较高声誉的19
名资深律师组成。

“这次评估会，我区的律师都非常
关心。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补贴问题，
更关系到律师的能力和口碑。”蒋健
说。

从“不关心”向“很关切”转变，最
直接的反映，便是这次提交上来的法
援案件卷宗，不管是卷宗归档材料的
全面性、整洁性，还是各类文书的规范

性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

从“新轻浅”向“专精深”转变
“法律援助改革的深入推进，不仅

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对律师
而言，也有了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它为律师发展创造了新机遇。”作
为此次的专家评委，浙江晓法律师事
务所主任陈正观如是说。

随着补贴标准提高和实行差别化
管理，更多经验丰富、业务精深的资深
律师加入法律援助办案队伍，改变了以
往多由新执业、办案经验浅的年轻律师
承办援助案件的现象，为办理高质量的
法律援助案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新轻浅”向“专精深”转变，这
标志着我区法援工作在深度上有了新
突破。

如何更好地推进工作开展，建立
长效法援案件质量评估机制？区司法
局成立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专家
库，定期开展评估工作，使案件质量评
估成为监督和促进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的长效机制，促进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稳步提高。

此外，对全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评估发现的问题，区法律援助中心将
进一步完善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交
叉检查、旁听、回访当事人等动态跟踪
管理措施，有效发挥法律援助案件质
量评估工作的积极作用。

法援律师从“新轻浅”向“专精深”转变

我区率先全市实行法律援助案件差别化补贴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 炜）日

前，浙江省第十五届水彩粉画展复评
工作在台州国际会展中心落幕，我区
有16幅作品参展，复评入展8名，其
中3名获得学术奖提名，这是我区建
区以来，我区美术工作者在省级比赛
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近年来，我区精心组织美术画家
及骨干教师参加创作采风，举办市内
外均有影响力的美术书法作品展，召
开相关美术创作座谈会，推介部分优
秀美术教师典型，举办系列美术教研
活动，指导画家参加全国专业性展
览。

区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浙江省第十五届水彩粉画展复评
工作经省美协聘请评委组进行公正
评选，最终322幅作品入选，其中50
幅作品获学术奖提名，我市有12名
创作者获得学术奖提名，我区姜金
宇、潘敏燕（合作）、王波（合作）三人
获得学术奖提名。

据了解，浙江省第十五届水彩粉
画展将于 2018年 1月 1日下午在台
州（路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届时将
举行颁奖仪式和画展活动，欢迎市民
前往观看。“浙江省第十五届水彩粉
画展设在台州，对推动和提高浙江水
彩粉画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更
为十三届全国美展打下了扎实基
础。”市美术家协会水彩艺委员会主
任朱扬表示，这对台州美术事业发展是个大好机会，我区美
术工作者要抓住机会，为台州美术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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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潘璐萍

城中村改造是我区重点工作之
一，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本着一刻不松、一步不让、一
抓到底的原则，坚决落实改造要求，
切实提高改造成效。根据目标，我区
2017年城中村改造共涉及6个街道40
个村、11649户，建筑面积 409.8万平
方米。截至目前，前期启动、完成签
约、全部拆除项目均已完成100%。

旧城改建
路桥铁军众志成城

11月10日15时54分，随着一声
巨响，位于东路桥大道与银座街交叉
口的江城宾馆瞬间倒下。这座带着
许多老路桥人记忆的建筑，终于退出
了历史舞台，同时也开启了新城建设
的大门。

旧城改建是我区今年城中村改
造的核心内容之一，改建区块涉及路
桥街道、路北街道6个村（居、社区），
总户数3727户，房屋6485间，总用地
面积961亩，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

企事业单位73家。拆迁任务重、时间
紧、压力大，工作启动之初，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成立了区四套班子领导
挂帅的旧城区块改建工作阶段性攻
坚领导小组，同步成立区旧城区块改
建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分管副区
长带领城改办及相关职能部门全天
候在拆迁一线现场办公；在街道层面
建立起由全区抽调的城建工作经验
丰富的区管干部10名、区管后备干部
15名以及街道中坚力量等组成改建
指挥部；在村（居、社区）层面建立起

“两委”班子带头，党员群众协助的改
建责任网格化管理制度，有效形成领
导带头，村（居、社区）配合分组进攻
的攻坚团队，充分发扬“厚着脸皮、磨
破嘴皮、踏破脚皮”的“三皮”精神，挨
家挨户走访，做好政策宣传，做好教
育动员。

在全体路桥铁军不畏艰难、勇于
突破的努力下，喜讯一个接一个传
来。今年4月，旧城拆迁区块实现集
体土地房屋签约率 100%，赢得首战

“开门红”；5月17日至6月29日，国有
土地房屋签约率达97%；集体土地房

屋拆除率达100%……良好的工作氛
围与节奏，有效推进了我区旧城改建
工作，并受到了省、市领导的批示。

截至目前，旧城改建区块拆迁房
屋除保留建筑外均已拆除，旧城月河
街以东区块规划方案完成调整，以西
历史街区保护规划调整得到了省政
府批复。

提质提效
逐步推进整村改造

近日，冷空气南下，还时不时来
场大雨，室外寒风阵阵，却依旧没有
挡住城中村改造工作有序推进的节
奏。路北街道管前村也是城中村，随
着前期拆迁协议的签订，村民完成腾
房，拆迁房屋拆除工作如期推进，拆
迁工人正在村内拆除门窗、玻璃，为
下一步房屋全面拆除作好准备。

今年，我区涉及6个街道共40个
村的城中村改造目标，面临的压力十
分大。如何全面推进，在保质保量的
前提下，提质提效完成工作目标，是
全体城中村改造工作人员的主要目
标。

城中村改造工作中，土地、资金、
规划是推进该项工作的主要抓手。
我区根据各个改造村的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稳扎稳打，逐步推进整村改
造。路北街道山马村借着中央山公
园开发的契机，对宅基地进行整理，
除了用于中央山建设用地及城中村
改造安置地、村集体留地，剩下的区
块由政府征收进行资金平衡，再开发
利用，目前安置区块建筑已全面结
顶；螺洋街道南山村借着南山至洋屿
路段开发的契机，开始进行整村改
造，通过前期的不断努力，南山村15
天内签完全村拆迁安置协议，13天内
拆除安置区块全部房屋，解决了10多
年改造推进老大难问题。

“除了这两个成功案例，我区还
有士岙村、徐翁村等典型案例。”区城
中村改造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城
中村改造是一件量大、面广的系统性
工作，自工作推进以来，我区严格按
照上级要求做好相应工作，目前正在
谋划明年工作。

今年工作目标完成率达100%

城中村改造按下“快进键”

“一百双十”破难攻坚 为民办实事
冲刺全年红

本报讯（通讯员 管梅
宝）12月5日15时许，在峰
江街道液化气供应站，伴随
着一阵阵急促的警报声，数
十名员工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从站内各个角落奔向安
全地带，整个疏散行动仅用
了 2分多钟。这是该街道
举行消防疏散大演练的一
个镜头。

每月的 5日是我市消
防安全宣传教育日。当日，
该街道一些重点骨干企业、
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点均举
行了消防疏散演练，以检验
前一阶段消防安全教育的
成果。“演练的目的就是不
断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在全社会
形成人人关注消防、人人支
持消防、人人参与消防的良
好局面。”峰江街道公共安
全监管中心负责人林健说。

从 11月开始，峰江街
道以“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日”为载体，利用宣传车、宣
传栏等多种形式，深入推进

“一月一主题”教育活动，并
要求各企业、外来人口集中
居住点、市场、超市、网吧等

每月组织一次消防逃生演
练、消防知识宣讲、消防警
示教育等系列活动，切实把
宣传教育工作落到实处，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各中小学还专门开设
了消防安全教育课，帮助学
生走近消防、远离火灾。通
过他们积极向父母、家人、
朋友宣传消防安全知识，在
全社会营造“关注消防、生
命至上”的浓厚氛围。

浙江巨科铝业集团公
司是一家规模企业，有600
多名员工。为确保他们的
生命安全，该公司每周组织
管理人员、车间主任、班组
长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每月
安排一次消防疏散演练，并
定期举行知识竞赛，使消防
安全教育常态化。“我们要
求各重点企业通过宣传教
育、预防管理、铁腕除患等
措施，尽最大努力保护企业
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峰江街道常务副主任王凌
表示。

峰江举行消防疏散演练

关注消防 生命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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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融合发展，建设美丽新家园，12月1日，路北街道会同有关部门对后范村北环线旁的老旧房屋进行拆除。本报通讯员 林汝秋 摄

（上接1版）该街道以大兵团作战之势，在“合”字上下
功夫，充分发挥1+1﹥2的综合效应，对照年度总体计划，分
阶段定任务，分重点明要求，分人员落责任，对生态环境全
力“雕刻”：“三改一拆”铁力攻坚，无违建创建取得阶段性成
效；“五水共治”深入毛细血管，剿灭劣#类水鏖战正酣；“多
城同创”实现重点突破、全域覆盖，绘就一幅幅美丽的自然
风光画。

以洋叶村为例，该村是创文明城市的必检之地，重压之
下，街道和村两级联动，党员带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智往一处谋，以超常规工作态势，强势推进该村菜市场
市容环境大清理、大整治、大提升，20多个日夜奋战，终于实
现华丽转身。

经常来洋叶菜市场买菜的张阿姨对此特别满意，打趣
道：“现在的菜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还以为走错地方了
呢。”

铁心为民——
奏响“城市底色描绘”协奏乐

风正潮平两岸阔，扬帆起航正当时。
4月28日，星光耀广场盛大开业，一个总建筑面积48万

平方米的现代大型城市综合体揭开“面纱”。开业至今，日
均客流量2万人次，日均销售额超过60万元。

去年，路北街道积极打造“现代商贸先行区”，成功创建
了省级现代商贸特色镇建设试点，星光耀便在路北“商贸”
版图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真正起到了带动一方、提升
一方的作用，路北的核心商业圈正日益散发光芒。

“我宣布，‘和悦读’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8月11
日，随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芳一声令下，我区“和悦读”
图书漂流活动在星光耀广场正式开始。“路北作为第一批试
点，共设有4个图书漂流点位。”路北街道宣传办工作人员罗
佳介绍，这些图书漂流点将成为传递文明、追逐梦想的“加
油站”。

路北的城市底色还远远不止这些。该街道全面吹响
“平安护航”号角，每周开展一次大巡防，并配置42位专职网
格员，着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以点带面筑牢平安防
线；积极推进路北二小建设，有效弥补教育短板，目前已完
成桩基工程；通过“立木为信”“一诺千金”等墙绘故事，成功
打造“诚信”一条街……

“路北作为台州市区融合、路桥向心发展的主战场，肩
负着发展排头兵的重要使命，我们必须立足新起点，谋求新
发展，深入系统地谋划推进城市开发建设，把潜在优势转化
为现实竞争力，点燃发展强力引擎，努力打造活力路北，建
设品质新城。”章明达对路北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