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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到多云局部小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吴静）

继实现“当年供地、当年开工”
后，这半年来，每一天年产50万套
件医疗床铁件生产线项目建设又
跑出了“加速度”。截至目前，工
程完成量近 75%，预计 9 月底竣
工，将成为上墅小微产业园首个
投产项目。

建设热热闹闹，征迁风风火
火，小微产业园“里外”一样热。据
了解，上墅乡小微产业园规划用地
570余亩，园区建设、土地指标争取
与项目招引同步推进。为确保供

地、开工无缝衔接，在乡长康锡刚牵
头下，乡里成立指挥部，由四名分管
领导担任组长，各领一个片区开展
征迁。但征迁工作千头万绪，所遇
问题也不尽相同；为此，指挥部每周
三召开一次项目部例会，每两天召
开一次小组分析会，报进度、说计
划、谈问题，商讨解决之法。

各组之间既有比拼，又有协
作。常务副乡长鲍鲲介绍，自己所
在征迁组负责对某企业员工宿舍
征迁，了解到一旦宿舍拆除，企业
员工无处可住，产品也没处堆放。

“分析会上，大家把难处梳理了一

遍，发现凭我们单组的力量很难解
决，所以上交到例会。”他说，难题
逐一分析，任务分工协作，一组帮
助企业就近征用了十余亩土地作
宿舍和产品晾晒的地方，其他的则
通过购置集装箱房帮助解决住宿
问题，彻底打消了企业顾虑。

干部的干劲拼劲韧劲，换来了
项目的加快推进。上墅乡经发办
副主任李植阳介绍，截至目前，小
微产业园已经完成每一天、科创金
融中心、居然雅竹二期等项目共计
48 余亩供地任务，新一轮 73 亩土
地政策处理也已经完成，将为每一
天二期、佳华利两个项目做好土地
保障。

拼激情、比担当、争一流，更
要看变化。今年以来，上墅乡以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推进

各 项 专 题 实 践 活 动 ，聚 焦 项 目
“双进双产”、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等重点，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
把班子拧成一股绳、让干部鼓足
一股劲，压实工作责任，抓实攻
坚举措，努力将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转化为攻坚奋进的工作质效。
目前，上墅已基本完成农村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闲置宅基地有偿
退出和无偿置换试点政策处理等
一批创新工作，项目“双进双产”
顺利推进。

上墅乡党委书记夏中金介绍，
为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干出成
效，乡里建立督查通报制度，每月
晾晒乡村两级任务完成情况，鼓励

“推进快者”，点名“进度滞后者”，
并要求后者对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制定下步“加速计划书”。

压实工作责任 抓实攻坚举措

上墅乡：干劲拼劲换来项目加快推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日前，浙江天振竹木开发有限
公司在为新厂办理水电气报装过
程中，首次享受到“水电气一体化
报装”服务。这次，企业不再反复
跑供水、供电、供气单位和审批部
门，只要在网上预约，审批线上流
转，有关单位就主动联合上门踏勘
和指导。“一次都不跑，就顺利办理
水电气报装，真的太方便了。”企业
副总经理朱泽明感叹。

据悉，这项服务由县综合执法
局联合供水、供电、供气等单位共
同推出，通过再造审批流程、精减
申请材料、压缩办理时限、完善审
批服务，实现了“水电气一体化报
装”。这也是全县上下开展“深化

‘三服务’、聚力‘半年红’”专项行

动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我县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
担”专题实践；6 月以来，又以“专
员+专班+专家”的形式，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深化‘三服务’、聚力‘半
年红’”专项行动，全力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超半”目标。

目前，以广泛开展一批业务培
训、走访联系一批重点企业、加快
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领衔督办一批
共性问题、开发一批数字化应用场
景、报送一批服务案例标杆为主要
内容的“六个一批”行动正在开
展。近 800 名各级服务专员下沉
一线，创新实干、担当破难，联系服
务企业和项目 1156 个，为企业和
项目扫除发展阻碍，为群众解决痛

点问题。
“破五未”专项攻坚服务进展

有序，一批项目成功摘除“五未”
标签。示范区联合有关部门创新
服务，实现久立电气项目从开工
到投产只用时 360 天，如今一期
正式投产，1 到 4 月实现销售收入
5.6 亿元；孝丰镇联合县住建局、
资源规划局等单位并联式推进项
目，确保永裕新材料未来智造综
合体项目以最快速度开工入库。
截至 5 月底，全县工业“五未”项
目 累 计 化 解 37 个 ，化 解 率 达
59.7%。

此外，我县还聚焦企业招工
难、油烟扰民、停车难等群众反映
强烈的十大痛点问题，深入开展

“除痛点”专题破难服务。例如开
通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业务，3万

三都人就业创业更安心，找到了
“家”的感觉；开发区推出“三张清
单”机制，服务企业招引高层次人
才；潮汐车位由城区扩面至乡镇，
缓解老百姓夜间停车难问题；开展
餐饮油烟夜间专项督查和整治，油
烟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1.3%；外卖
餐饮商家线下整治常态化开展，守
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年
1-5月，小管家系统累计收集各类
问题 3480 件，解决 3480 件，化解
满意率达100%。

“接下去，全县上下将继续紧
紧围绕‘成为专家型专员、打造
服务型政府、塑造纪律性团队’
的要求，打造‘三服务’2.0 版，打
响‘ 安 吉 360，服 务 全 方 位 ’品
牌。”县“三服务”办相关负责人
马贻松说。

全县上下深化“三服务”冲刺“半年红”

八百服务专员当好破难能手

端午将至，县纪委监委组成
“四风”督查小组，深入机关单
位、超市、酒店等处，紧盯公车私
用、违规发放津补贴和福利等重
点问题，营造真查严管、廉洁过
节的良好氛围。

全媒体记者 张卉 摄

清廉过端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李子静）

日前，记者获悉，首批浙江省
卫生健康数字化改革基层创新项
目储备库公布，我县《暖心热线智
能语音外呼服务》项目列入其中。
在此之前，我县申报的《老年人“两
慢病”数字健康服务》《数字医共体

“住院一体办”》两个应用场景与市
卫生健康委共同中榜了浙江省数
字社会第二轮“揭榜挂帅”。

据了解，基层创新项目是指在
全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框架下，结合
卫生健康工作实际，由省级部门推
动，市、县（市、区）参与，具有一定
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的卫生健
康数字化改革项目。

今年以来，县卫健局不断开拓
创新，持续扩大数字化改革成效，
让医疗实现了“1+N”多种可能：投
入使用120院前急救系统，让院前
急救指挥更快速、更精准、更智能；
开发上线云his系统，为患者提供
无卡就医、线上支付、诊间结算等
就医服务；上线区域检查服务平
台，为群众提供远程会诊、远程 B

超等服务，实现医共体内医疗机构
所有检查数据及影像集数据的互
通共享；开发“互联网+”惠民工程
健康医保卡“多码通用”，实现医保
电子凭证、电子社保卡、电子健康
卡的多码融合……智慧医疗加速
发展，从多个领域各个方面为百姓
提供了便捷服务。

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持续深化综合医改，打造智
慧医疗新模式，推动医疗、公卫两
大服务深度融合、并重共提，推动
公共卫生服务深度融入医共体建
设；并以慢性病管理为突破口，聚
力打通医疗、公卫信息化系统间的
信息壁垒，实现从出生到死亡的全
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同时，优化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改革，规
范化、精细化落实“两慢病”全周期
健康管理，力争 2021 年顺利通过
全省“两慢病”改革试点验收，统筹
推进全民健康信息、医共体数字
化、医防业务融合、“互联网+”等
系列工程，优化“一老一小”两端资
源服务供给，全面打开我县卫生健
康事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新格局。

应用加快落地 领域不断拓展

县卫健局：
解好“1+N”数字化转型题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汇）

今年是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
年。换届风气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和晴雨表，是对管党治党成效的集
中检验。连日来，为了确保换届工
作风清气正，县委组织部扎实推进

“三个全覆盖”。
截至目前，县委组织部已在全

县乡镇（街道）和部门领导班子、中
层干部、站所负责人、村社主职干部

中统一发放《换届纪律提醒卡》
2000余张；统一组织全县县管领导
干部（含部门班子成员）、“两代表一
委员”、组工干部、考察组成员、考察
对象签订《严守换届纪律承诺书》
2000余张；赴各个乡镇（街道）、两
区开展换届风气巡回督查。

“通过‘三个全覆盖’，严肃纪律、
坚守红线。各级党委必须以最严格
的纪律保证换届顺利开展，坚决遵守

‘十严禁’纪律要求，坚持严的主基

调，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果断狠刹歪风
邪气，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县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此前中共中央纪委机关、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
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
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十
严禁”要求：一是严禁结党营私、二
是严禁拉票贿选、三是严禁买官卖
官、四是严禁跑官要官、五是严禁个
人说了算、六是严禁说情打招呼、七

是严禁违规用人、八是严禁跑风漏
气、九是严禁弄虚作假、十是严禁干
扰换届。此外，省委、市委、县委也
就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作出专门部
署，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出台了

《关于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确保换届
风清气正的通知》。

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县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筑牢思
想防线、加强监督检查、保持高压态
势，以最严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县委组织部扎实推进“三个全覆盖”

以最严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本报讯（见习记者 陈姣）

建立大额医疗费用预警机制，
联合多部门及时帮助存在返贫潜
在风险的患者；持续推进医保经办
服 务 下 沉 ，做 实“15 分 钟 服 务
圈”……连日来，县医疗保障局聚
焦医疗保障领域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党史
学习教育始终。

自3月以来，县医疗保障局以
领导示范带头学、多样方式灵活
学、特色活动引领学和主题实践深
入学的“四学”模式，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心、走深、走实。“除了开展
理论学习，我们还推出了富有特色
的‘自选动作’。”县医疗保障局党
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沈美佳说，新
成立的“红色医保宣讲团”利用特
有的“医保讲堂”载体，结合医保政
策宣讲“六进”活动，围绕“建党百
年话初心”等主题，开展党史和医
保政策微宣讲。

“近期，通过骨干宣讲团到乡
镇（街道）、医保网格员进村入户宣
讲的方式，南太湖健康保、医保电
子凭证等利好新政策被更多人知
晓、使用。”沈美佳说。

学用相长，县医保局切实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成效转化为工作动
力。为减轻罹患重特大疾病人员的
就医负担，根据大病保险最新政策
要求，全面取消分档报销制度，将普
通人员和困难人员起付线以上报销
比例提升至70%和80%；并对2021
年1月至3月发生的符合大病保险
报销政策规定的医疗费用予以重新
清算，补发报销比例提升部分费用，
让医保资金充分发挥“救命钱”的社
会保障功能。截至目前，共重审大
病报销业务近200件。

聚焦民生，全力提升经办服务
水平。在深化长三角医保一体化
工程基础上，我县持续扩大跨省门
诊结算范围，率先将京津冀、西南
五省纳入门诊结算范围。今年以
来，我县参保人员跨省结算联网门
诊结算 2585 人次，涉及医疗总费
用 63.24 万 元 ，医 保 基 金 支 付
29.64万元。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学习与
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开展好‘除痛
点’专题破难服务，全面讲政策、听
意见、问需求、办实事，以实实在在
的服务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和满意度。”沈美佳说。

县医保局党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紧盯“急难事”当好“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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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火热开展

米家民宿改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