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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两年多来时刻与“老兵”心连
心，解决他们后顾之忧、引导他们发
挥所长；连续对 118 家餐饮经营户
瓶装燃气使用开展多轮次检查，
第一时间督促 39 家用户整改安全
隐患；积极投身全域约 700 亩花
草绿化种植、沿线荒地整理任务
及水渠清淤等工作，为度假区各
项 目 推 进 抢 得 有 效 时 间 …… 近
期 ，灵 峰 街 道 公 布 了 2020 年 度

“四为”好干部名单，十位干部用
数字说话，以事例服人。

“四为”好干部评选是灵峰街道
的一项传统，自2019年启动以来，
每年开展一次评选。评选对象须思
想素质过硬，并且在县委县政府以
及街道中心工作中表现优异，得到
党员干部群众充分肯定。“这是一场
综合性考评，涉及思想政治、业务能
力、工作表现、干群口碑等。”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沈红林介绍，虽冠以“年
度”，也考量干部长期以来工作表
现。要求高、标准严，含金量也高。

据了解，“四为”好干部评选除

思想、道德等方面设有固定标准外，
还根据每年实际设定“机动”评选部
分。今年就突出了干部在疫情防控
期间，以及在街道推进“四个年”行
动、争先创优行动、双抢双争活动中
的具体表现。“这能够让干部干事有
方向、有重点，实现精准发力。”沈红
林介绍。

想为、敢为、勤为、善为，即为
“四为”好干部。城建办干部朱太
忠本次获评，追问他“秘诀”，他
说 ，“ 不 管 事 多 难 ，全 力 去 干
成。”街道今年基建项目面广量
大，加上疫情防控，推进过程困难
重重。半年多来，朱太忠下了苦
功夫，现场指导建设、处理施工问

题，帮忙对接部门、协调人员到
位，确保所有项目有序推进。“任
务 重 、干 得 苦 ，但 没 怨 言 、干 得
好。”大家对他这么评价。

灵峰街道向来毫不“吝啬”给予
年轻干部培养的沃土，也不“吝啬”
对他们的嘉奖，本次评选就有不少
年轻干部。在苏兰的推动奔走下，
街道在全县率先运用数字技术搭建
政务服务平台，并高标准完成了街
道矛调中心建设。服务业统计工作

“新兵”冯家浩不光自身努力钻研业
务，还与同事“布战术”；在他们的推
介和服务下，3 月底度假区服务业
企业复工复产达到了70%，四月实
现全面复工复产，五月，规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由负转正。

“让每名干事的干部有获得
感。”街道负责人表示，此项评选是
为了传承街道重视干部、厚爱干部
的传统，激励干部无论身处何种环
境都要保持干事创业的劲头，也是
为了营造见贤思齐、崇尚实干、担当
作为、争当先锋的浓厚氛围，形成街
道干部想为、敢为、勤为、善为的鲜
明特征。

让每名干事的干部有获得感

灵峰街道“四为”好干部亮相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欧阳爱琼）

服务态度不好，扣分！检查、治
疗、用药不合理，扣分！收受患者及
其亲友红包，扣分！近日，县卫健局
印发了《安吉县卫健系统医德医风
违章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将对未
按规定文明行医、规范行医、廉洁行
医的个人和单位进行扣分，进一步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务人员
职业道德素养。

“和交通违章扣分一样，每个
人年度初始分为 12 分，违反规定
将视情况进行相应扣分，年底再进
行总结算，形成个人年度医德医风
积分。”县卫健局党建指导科科长

张爱说，为了将这项制度落实到
位，他们还制定了医德医风考评标
准，将文明行医、规范行医、廉洁行
医等方面要求划分为3个类别9个
项目。以文明行医为例，它要求医
生服务用语文明规范、服务态度
好，针对群众提出的疑虑解释告知
到位，无“生、冷、硬、顶、推、拖”现
象。若未按标准执行的，每发生一
次扣除1—6分。

据了解，具体分值由各医院纪
检机构根据问题性质、严重程度、社
会影响等情况进行确定。一旦个人
出现医德医风违章扣分情况的，当
年不得参与评先评优。与此同时，
个人医德医风积分将与本人绩效考

核挂钩，并作为职称申报和岗位聘
任竞聘时的重要依据。

“这样一来，就把难以衡量评价
的医德医风进行量化赋分，进一步
提升了医德医风日常考核管理水
平。”张爱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
还将医生个人医德医风积分情况与
医院医德医风建设结合了起来。若
医院得分在8分以下的人数超过单
位在职总人数 5%的，单位扣 2 分；
得分在8分以下的人数超过单位在
职总人数10%的，单位扣4分；得分
在8分以下的人数超过单位在职总
人数 15%的，单位扣 6 分（以此类
推）。同时，医院若有1位年度医德
积分0分人员则扣2分，2位0分人

员则扣4分，3位0分人员则扣6分
（以此类推），从而倒逼医院进一步
压实责任、强化管理。

“今年疫情以来，社会各界对卫
生健康行业和医务人员的认同感、
美誉度明显提高，全社会尊医重卫
的良好氛围愈加浓厚。越是这种时
候，我们越要清醒地认识到，捍卫这
份信任与尊重的不易，始终做到自
重、自省、自警，将清廉医院建设进
行到底。”县卫健局有关负责人说，
希望《医德医风违章管理办法》能够
成为提升医德医风的利器，促使卫
健系统进一步转变作风、改善服务、
提升形象，为老百姓提供更优质、更
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

和交通违章扣分一样

医生违反医德医风将被扣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实习生 谭艺）

近日，在毕业典礼上，报福小
学 602 班学生张飞燕凭借优异的
成绩，荣获新五好学生、优秀毕业
生奖、综合进步奖、学科竞赛奖等
多项奖励。“我打算用奖学金买暑
假期间的学习资料，为上初中做准
备。”她开心地说。当天，在“彩虹
助学”计划的支持下，报福小学首
次有了民间企业资助，为不少山区
学子的求学路筑梦助飞。

这次“彩虹助学”计划由安吉
彩虹绿工程有限公司资助。该公
司董事长邓鸣是报福人，也是 10
多年的滴水公益义工，在外创业多
年后于前两年回到家乡发展。“希
望尽绵薄之力，提升本土教育的质
量。”他说。在与报福小学方面充
分协商后，安吉彩虹绿工程有限公
司与报福小学共同建立了彩虹公
益基金，启动了“彩虹助学”计划。

据悉，“彩虹助学”计划为报福
小学量身打造，奖项围绕学校发展
的难点和短板进行设计，力争惠及
全校师生。“真的很感谢邓总的爱
心。”报福小学副校长徐加燕说，

“彩虹助学”计划的设立，在学校培
养学生、发展教师等方面都具有积
极作用。

该计划分为学生奖励、教师奖
励两种。学生奖励中，对毕业考试
年级前10名的学生发放优秀毕业
生奖，对1至5年级每学年年级前5
名学生、学年进步最大前5名学生
发放综合进步奖，对在县级现场类
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发放学科竞
赛奖。“奖项的设置考虑周全，不仅
奖励成绩好的学生，也对进步的学
生有奖励，激励后进。”徐加燕说。

除了激励学生，“彩虹助学”计
划还致力于帮助报福小学留住教师
人才。据悉，针对教师，特意设置了
教学质量突破奖、学科竞赛争先奖、
教育科研突出奖、班级风貌奖、暖心
教师奖、毕业班管理团队奖等奖
项。报福小学现有教师30余名，其
中不乏来自绍兴等外地的教师。“希
望通过奖项的设置，让教师在报福
小学教书有更多幸福感，安心教
学。”徐加燕说。

邓鸣表示，接下来的3年内资
助金额将不低于 15 万元；如果公
司效益良好，还有打算将“彩虹助
学”计划延伸至初中。

报福爱心企业出资助学

为山区学子筑梦助飞

干部对商业街撤桶集中收集工作进行入户宣传

日前，浙江科技学
院安吉校区的师生与杭
州紫高科技有限公司共
同设计研发了一款带杀
菌的智能垃圾桶。该垃
圾桶可无接触智能打
开，关闭后智能杀菌消
毒除异味，全程无接
触。图为师生正在调试
智能垃圾桶。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智能垃圾桶
全程无接触 2016 年 4 月 12 日，住建部公

布了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
县（市、区）名单，安吉名列其中，成
为全国 100 个、全省 10 个入选的
县市之一。

安吉自2003年起启动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以美丽乡村建设
为载体，按照“村点覆盖全面、群众
受益广泛、设施运行常态、治污效果
良好”要求，坚持治理与改造并重，
扎实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
解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标准
低、管理水平低、农户受益率低、运
维效率低和设施正常运转机制不健
全”等问题。同时，安吉坚持以属地
管理为主，实行“站长制”工作制度，
明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各方职
责，有效保障污水治理设施长效发
挥作用；加快推进污水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接下来，安吉将继续健全农村

生活污水运维管理体制机制，并对
处理能力不符合实际需要以及出
现损害、老化等情形的设施进行更
新改造，同时加强对第三方运维公
司的日常监管，提升标准化运维管
理水平，努力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设施运维管理方面取得新突破。

安吉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全国示范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
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
本尺度。“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有过几千年
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对平等的
渴望和呼唤，是人心深处最为激
越的力量。

我们倡导的平等，是兼顾效率

与公平的平等，不是“不患寡而患
不均”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实实在
在的平等，不是落在法律字面上的

“形式上的平等”。是要让人人都能
公平行使社会权利、履行社会义务、
分享社会成果，政治上平等参与、经
济上共同富裕、文化上共建共享，同
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进步。

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词阐释

平等：社会和谐稳定压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