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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卢 凯

相比人民检察院里的其他部
门，基层检察室更贴近基层一线，
参与的工作，也更加琐碎，经常被
人们称为“家门口的检察院”。作
为全省第一家社区检察室，路桥检
察室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几位女
检察官的用心“耕耘”下，秉承“心
服务·零距离”的工作理念，充分发
挥女性工作人员“心细、情柔、志
坚”的优势，践行“立足检察职能，
文明规范执法，热心接待群众，积
极奉献社会”的服务承诺，在辖区
扎稳了脚步，并且越扎越深。先后
获评省青年文明号、省巾帼文明
岗、全省示范基层检察室、全省政

法系统先进集体、法治浙江建设十
周年先进集体以及集体三等功等
多个荣誉和奖项。

3月7日，记者跟随路桥检察室
的女检察官，体验了一次基层检察
官的日常工作生活。

谈话多一些耐心
“你来了，先坐下吧。”3月7日

9时许，位于古街社区的路桥检察
室的大门被敲开，打破了办公室内
的宁静。

来者是一家化妆品店的经营
户李某，因涉嫌一起伪造印章案，
被公安机关查处后，移交到路桥检
察室处理，该嫌疑人今天前来接受
讯问。检察官罗伟敏和谢玲琴看

到李某不时搓手，东张西望，有些
不知所措，于是先给她递上一杯
水，告诉她“不要紧张，实话实说就
好。”

喝水后，李某神情缓和了不
少。谈话过程中，她对于犯罪事实
也供认不讳，认罪悔过态度较好，
讯问得以顺利进行。

“虽然你是初犯偶犯，情节也
不严重，但是要对犯罪的事实要有
清醒认识，伪造公章是会扰乱市场
秩序的，今后不能再犯了。”谈话结
束时，罗伟敏一改此前的亲和态
度，语气和神情变得严肃起来。她
说，即使面对犯罪嫌疑人，他们也
会给予耐心，但是法不容情，该严
肃时还得严肃起来。

罗伟敏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审
查起诉，是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
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
查，依法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
起公诉的诉讼程序，这是基层检察
室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刑事
诉讼的基本程序之一。

宣传多一份热心
整理好放下手中的笔录，罗伟

敏和谢玲琴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
一站——永跃村。

（下转2版）

——基层检察官的日常

用心才能把事做好

我区召开四套班子领导（扩大）会议
传达贯彻市领导来路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本报通讯员 梁 影 朱 晨

每个阳光温暖的午后，家住路北
街道墙里贺泾的居民们都会搬小板
凳到院子晒太阳，曾经印在他们记忆
中的生活，终于回来了。

近年来，墙里贺泾沿河违建侵占
河道现象普遍，河道淤积严重，同时
由于厂房、老旧民房林立，排污基础
设施差，导致出现多处污水直排口、
雨污混流口，河面油污漂浮、河水染
色严重，成为五水共治绿色生态的一
道“伤疤”。

随着路北街道五水共治办的成
立，街道接连对墙里贺泾出实招，对
辖区内小微水体进行有效整治，使墙
里贺泾恢复生机，让居民们从眼前实
实在在的治水成果中唤醒以往的记
忆。

深入排摸，做到心中有底
“河道水质要有质的提升,关键还

在于沿河的截污纳管。若截污纳管
不到位,那么提升水质就只是空谈。”
路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缪振伦说道。

为了确保墙里贺泾周边污水管
网密闭性良好，街道在墙里贺泾流域
开展管网问题排查，通过逐个窨井排
查、“闭水试验”、“蛙人下井”等方式，
排查管道雨污混流情况，共发现管道
错接3处、污水管漏洞5个、雨污窨井
盖错置6个，在街道和污水处理公司
联合整治下，现均已完成整改。

此外，路北街道对墙里贺泾的排
污口、排水口进行了摸底调查，逐一编
号，标明污染情况及位置，记录留档，
为后期开展排污口销号整治提供依

据。行动后共摸排出排水口13个，其中混流口5个，纯排水口8个，
街道已根据清单整治到位。

精准施策，着力靶向突破
“当时，刚泰一品小区墙里贺泾部分河段出现‘牛奶河’事件，

查处发现一业主误倒乳胶漆入雨水管。经过我们五水共治办联系
物业连夜督查整改，清除污染，事后对该处排水口的挡坝进行加
高，更换抽水泵，加强了后期管理，防止业主乱排乱接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路北街道五水共治办的工作人员说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雨污分流工作必须要加快推进，不能落
后。路北街道对沿岸居住区、厂区两手同抓开展污水零直排整治，
建立污水零直排区，实现全域污水排放整治。启动厂区雨污分流
管网改造工程，通过加快污水干管系统完善和实施清污分流工程，
提高了污水净化力度，减少了来自厂区的面源污染。同时对居民
住宅区加强管网规范化建设监督，防止出现雨污错接、混接，对已
经形成混流口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治。

“你根本无法想象两年前，这里是什么样子。”墙里贺村村民张
大爷表示，自己是看着这条河从最初的“脏乱差黑臭”一点点变成
今日的“净畅绿美靓”。

路北街道为墙里贺泾开展多次河道疏浚清淤“大手术”，共计
清淤6500余立方米，并通过增派保洁、生石灰消毒、铺设绿化等方
式，清理垃圾200余吨，铺设草皮500余张，种植树木30余株，拆除
沿河违建4200余平方米，实现沿岸整洁美观。

共建共享，描绘治水蓝图
“当时，墙里贺泾部分河段存在疯长的水葫芦，覆盖整个水面，

严重影响了水体质量，因此街道在整治中全力清理打捞。但因水
葫芦具有很强的净水能力，街道又在整治后设置生态浮岛10余
座，种植水葫芦等水生植物，以框养的方式，控制水葫芦的生长范
围，并加强人工打捞管理，实现‘变害为治’。”路北街道五水共治办
的小潘介绍道。

路北街道还通过开展河长下村宣讲课、党员爱河护河等活动，
提高市民知水护水的热情，深化共建共享美丽家园的意识。

墙里贺村发动村里63名党员开展党员集中巡河、清河活动，
臂戴红袖章形成示范效应，同时身体力行做好宣传工作，向沿岸住
户分发宣传手册，从源头树立起护水知识。今年以来，党员爱河护
河活动共开展5次，共计发放宣传册200余本。

这些行为也带动周边多家企业，自行组织环保专项检查，定期
对生产现场、库房及雨污管网等进行检查，并制订实施改善措施，
杜绝因“跑冒漏滴”造成污水外流现象。

区五水共治办主任刘挺表示：“水体整治不应是政府的‘独角
戏’，而是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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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上周末的天气，阳光、微风
完美配合，引得不少市民走向
户外去触摸春天的气息，朋友
圈里的各路游玩美图也竞相晒
出。据气象部门统计，上周末
我区最高温达到了21℃。在气
象学上，入春有个“硬杠杠”，那
就是连续 5天日均气温超过
10℃。按往年惯例，我区入春
在3月22日左右，不过今年，上
周日我区就正式入春，终于可
以说“你好，春天”了。

但可惜的是，上周末的春
光在本周并未“无缝连接”。本
周一起，阳光就变得羞答答，到
了本周三，受暖湿气流加强的
影响，雨水开始偶尔出来“刷存
在感”了，早晚部分地区还将有

雾；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有降水
和沿海7—9级偏北大风过程；
周六多云，周日多云转阴有阵
雨。而在气温方面，本周也是
一路上扬，每天最高温都“2”字
开 头 ，本 周 最 高 温 将 突 破
25℃，夹杂着一股“初夏”的味
道。阴天有雨并伴随着升温，
一股浓重的潮湿感即将扑面而
来。

虽然气温不断攀升，但当
前正处于冬春交替时节，天气
变化快、昼夜温差大，小伙伴们
还要适时增减衣物，尤其要适
当“春捂”，预防感冒。

本周晴雨相间
升温、潮湿是主角

3月 12日上午，叶帮锐、
蒋临、戴冬林、牟傲野等区领
导与区级机关主要负责人100多
人来到路北街道内环路北侧新
城开发管委会苗圃基地，一同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为推进建
设美丽路桥增添绿意。

植 树 现 场 ， 大 家 干 劲 十
足，或三五人一组，或七八人
一组，挥锹铲土、扶苗培土、
踏土压实……分工有序、认真
细致地做好每个环节，共栽种
了160多株樱花树。
本报通讯员 王敏力 李苗苗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3
月 12日上午，我区召开四套班子
领导 （扩大） 会议。区委副书记、
区长叶帮锐传达了市委书记陈奕
君，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晓强在
我区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就
如何贯彻落实进行了具体部署。蒋
临、戴冬林、牟傲野等区领导参加
会议。

2月28日上午，市委书记陈奕
君来我区调研、督查城市美丽行
动，先后踏勘了升谷寺村和南官大
道。她强调，要按照建设美丽中国
的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大力开展城市美丽行动，重

点抓好“城市街景、城市路景、城
市水景、城市生态”提升，努力建
设新时代的美丽城市。

3月8日，市委书记陈奕君先后
来到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路莎股份有限公司，实地调研智
能马桶产业发展情况，并要求我区
要对标国际先进，做精品质，提升
价值，扶优育强，优化服务，推动
台州智能马桶产业向千亿级产能迈
进。

3月7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张晓强在我区先后实地踏勘了旧城
改造项目、吉利老厂区、泰隆银
行、巨东和吉利 V项目。他强调，

下阶段，路桥要在市区一体化发
展、产业培育、项目“双进”、城乡
统筹等四方面走在前列。

就贯彻落实市委书记陈奕君，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张晓强在我区
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叶帮锐要
求，必须最高站位。要齐心协力，
讲政治、观大势、顾大局，在美丽
路桥建设、传统产业转型、招商引
资、平安建设等方面高度重视，确
保市领导的要求在我区实践中尽快
落地见效。必须最大力度。要继续
保持苦干实干的干事创业氛围，尽
快列出相关工作计划，跟进督查工
作落实情况。必须最实措施。要采

取有力措施，在道路景观提升、城
中村改造、“三大革命”、精品街景
打造、环境革命、产业优化提升、

“最多跑一次”改革、小微金融创
新、招商引资、股改上市等方面，
实行挂图作战，加大攻坚力度，强
化督查考核，把各项工作落细、落
小、落实，全力走在全市前列。

会上，叶帮锐还就当前重点工
作进行部署。他强调，全区上下要
不打折扣、不留退路、不讲情面、
不讲条件地集中抓好安全工作，重
点要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恩兴）3
月12日晚，区委副书记、区长叶帮锐
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区府办解放
思想大讨论活动。区委常委、常务副
区长杨剑主持会议。

会上，机关党员干部围绕督查
抓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办文质量效
率、提高政务信息质量等主题，结合
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了深入
讨论，找原因、明思路，改进作风破解
难题。

“办公室有一个好的班子，有一
支好的队伍，有一种好的精神。”叶帮
锐对区府办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指

出，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面对
新的形势、高的要求、强的对手、旧的
思维，要更好地发挥好区政府的参谋
和助手作用，当好我区建设“两个高
水平”标杆区的尖刀兵。

叶帮锐强调，要特别讲政治。
增强政治眼力，学在深处，站在高
处，思在远处；增强政治定力，有信
仰，有立场，有担当；增强政治能力，
党性要强，理论要好，宗旨要牢。要
特别讲创新。做到“衣带渐宽终不
悔”，下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做
到“众里寻他千百度”，有志存高远
的追求；做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耐得住寂寞，不断历练、磨练、
提炼。要特别讲服务。服务“领
导”，围绕大局中心，站得高谋得远，
出好主意，当好参谋；服务机关，心
中有全局，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
率；服务基层，深入推进“最多跑一
次”，做到最好不要“跑”，同时要抓
好督查落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着落。要特别讲效率。要事快
办，面对区委、区政府的重要任务，
以及一些部门的事情，要迅速行动、
马上就办；急事稳办，碰到艰难险重
的事，做到忙而不乱，忙而有序；小
事大办，办公室工作无小事，对每件

事情都要非常认真对待。要特别讲
奉献。把岗位当荣誉，珍惜岗位，当
成学本领的大熔炉、大平台、大舞
台；把责任当习惯，敢于担当，增强
责任心；把事业当追求，每个岗位有
自身的特殊性，要培养奉献意识和
服务意识。要特别讲形象。面对困
难要百折不挠，敢于吃苦、敢于攻
坚、敢于碰硬、积极应对；面对平淡
要热情似火，办公室有很多程序性
很强的工作，要以满腔热忱做好本
职工作；面对诱惑要严以律己，廉洁
自律是高压线，也是红线，要把住大
节，守住小节。

叶帮锐在参加区府办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时强调

打造“六特团队”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