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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登山脚受伤
民警火速来相帮

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矛盾不上交

安阳乡信访工作“六步法”实效好
通讯员 方进坤
··· ···

通讯员 符明娟 记者 朱倩
··· ··· ·· ··
12 月 1 日下午，游客余女士在路过茶苑小区通
往天屿山的登山步道时，不慎左脚扭伤，无法行走。
千岛湖派出所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吴凯立即带人
赶到现场。救护车也及时到达，医生查看了余女士
的受伤情况，用绷带对其左脚进行了包扎固定。民
警和余女士的朋友一起将余女士放到担架上，几人
接力将余女士抬下游步道，
送上救护车。

今年以来，安阳乡信访事项推出
“六步法”工作机制，即对任何一项信
访事项，按照
“批、查、解、析、接、访”一
套流程，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乡，矛盾不上交，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助推了乡党委政府提出的“水韵
安阳，旅游小镇”建设。
“六步法”具体内容包括“批”
，不
管是省平台还是市长电话 12345 平
台，或者到乡信访事项，做到信访事项
件件有登记，并且列出审批清单，报分

管领导或主要领导审批，落实信访事
议，方某还写了感谢信。
“ 析”，乡党委
项的前端交办制度。
“查”
，信访事项有
政府专门出台文件，要求各村各单位
的是咨询类，及时予以告知，求决类的
实行月度信访事项专题工作分析、评
落实到业务科室或包村干部、村主要
估，组织矛盾纠纷的排查，绷紧安全维
负责人予以核实，并提出对此信访事
稳弦。
“ 接”，乡信访办本着以人为本
项的解决的方式方法，查明原因，提出
的宗旨，以解决矛盾纠纷为要，以维稳
方法，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为根本，对每件信访一一对接，对接信
“解”，对于需要由乡村人民调解委员
访事项中需要解决的，要动之以情，晓
会予以调处的案件，在期限内及时告
之以理给信访人一个满意的答复。
知信访人有关事项，并在规定期限内 “访”，回访不仅是人民调解工作的必
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如黄川村方某
要环节，也是信访工作的必经环节，同
与黄某的山林纠纷，持续了几年，方某
时，回访也是防止矛盾纠纷反弹的有
是老信访户，经过对接，调查达成了协
力抓手。为此，乡信访办每月都定期

通讯员 朱富文
··· ···
自杭黄高铁动工建设以来，淳安农行便
将金融服务工作靠前，发挥“三农”特色产品
优势，通过多种措施培植当地高铁经济发
展，先后通过项目贷款支持东北湖区旅游码
头建设，整村推进金融自治村建设，在行政
村设立“惠农通”设备实现便民惠农服务，开
通手机银行推广“惠农 e 贷”支持农户生产
经营。
同时下派干部进乡镇挂职锻炼，帮助开
展金融知识进乡村、
“五水共治”和西阳村民
宿提升征地工作。据统计，近年来农行累计
投放农村固定资产贷款 13.5 亿元，主要支持
新农村建设、农民集聚区建设和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等项目。

记者 汪苏洁
·· ···

枫树岭镇很用心
三手并抓防欠薪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方玉林
·· ··· ··· ···
枫树岭镇“三手并抓”，防欠薪工作取得良好实
效。
在项目招投标签约环节，
该镇均与中标单位签订
不欠薪承诺书，
强化企业和施工单位工资支付主体责
任意识，
做好工资发放计划，
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
足
额发放到位。截至目前，
枫树岭镇建设领域范围内80
余个项目全部签订承诺书。同时，
以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监督检查为抓手，督促施工企业做好工资发放工
作。此外，
以工程款支付为后手，
倒逼施工企业足额发
放工资。镇财务部门在支付工程款时要求施工企业
出具详实的工资发放清单等证明材料，
对不能提供相
关证据和发放工资严重滞后的企业，
将暂停拨付工程
款。对因职责落实不到位导致农民工因拖欠工资上
访的，
将以施工企业未结清的工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农
民工工资，
并将该企业列入黑名单。

特产食品加工忙
山核桃仁香飘扬

记者 王建才
·· ···
近日，记者走进临岐千岛湖野桦香食品有限公
司，看到六七名工人正在忙碌，为山核桃仁祛麻、炒
制、烘干等。据介绍，该公司每天要为本地和临安代
加工山核桃仁 500 多公斤。

或不定期的对上月、本月上旬已答复
的有关信访件进行回访，回访履行情
况 ，效 果 反 馈 以 及 告 知 法 定 事 项 等
等。如外畈村余某一直信访其家的土
地确权事宜，经交流，解决了她所反映
的诉求，并达成了息访承诺书。
信访工作“六步法”，把党和政府
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到信访人手
中，让党和政府的惠民措施惠及到每
个村民，实效明显。截至到 11 月底，
该乡共发生各类信访件 127 起，重
复信访无，信访回复率达 100%，信访
满意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淳安农行
助推高铁经济发展

医生脱下白大褂
深山训练军事化
日前，县一医院医共体中层干部军事化训练在
中洲镇厦山村展开。
据悉，此次军训共有 2 批成员分开训练，12 月 9
号将进行最后的军训成果汇报和检阅，旨在通过集
中训练与学习，
增强医共体中层干部吃苦耐劳意识、
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
培养团队协作力和执行力，
增
强纪律性，
坚守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更新管理理念、
拓展管理思路，努力打造绝对忠诚、干事担当、自律
高效、充满活力的管理团队。
当天，
学员们就开始最基本的立正、稍息、跨立、
停止间转法、蹲下、起立与敬礼的训练，还有枪法射
击、徒步拉练等。
“通过此次军事化训练，
进一步凝聚
医院发展动力，
鼓舞所有中层干部的战斗士气，着力
打造一支
‘技术水平好、医德医风高、综合能力强’
的
医疗骨干团队，为医共体建设、
‘三乙’创建、学科发
展、
能力提升再立新功。
”
县一医院相关负责人说道。

城乡新闻

汾口镇村企共建助力消薄增收
汾口镇充分发挥汾商的资金、资源等优势，利用村企共建、乡情资助等形式，助力消薄增收。该镇通过商会恳谈
会、在外创业青年座谈会，龙头企业牵头会、优质招商推荐会等平台，吸引大批汾商回乡投资创业。其中千岛湖赋农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以公司＋农户形式，
带动低收入农户养蜂每户增收 4000 元。
记者 杨波 摄

龙山夜话
程就
··
又到年终岁末时。蓦然回
首，相信很多人心中会充满无限
的感慨。收获的喜悦，失败的痛
苦，温暖的感动，无助的茫然，一
切都已化作生命长河中的浪花朵
朵。
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天都
有不同节目的上演，或真或假；每
天都有聚散离合的瞬间，或悲或
喜；每天都有酸甜苦辣的滋味，或
浓或淡；每天都有柴米油盐的烦
恼，或多或少。无论开心，还是失
意；无论精彩，还是平淡，我们都

又到年终岁末时
得坦然自若，勇往直前。因为有
些人只能自己去熟悉，有些路只
能自己走，有些泪只能自己拭去，
有些事只能自己无怨无悔地坚
持。
人生，活的是一种心情。失
去什么，都不能失去快乐。因为
快乐最廉价，你若爱惜，它就会不
离不弃；因为快乐最昂贵，你若不
惜，它就会擦肩而去。所以我们
要捡拾点点滴滴的快乐，让生活
变得轻松愉快。其实，无论是一
个成功或失败的自己，一个聪明
或傻傻的自己，一个快乐或忧伤

的自己，一个富有或清贫的自己，
一个美貌或苍老的自己，我们都
要好好地疼爱自己，因为我们是
世上独一无二的自己。我们要真
心感谢自己的锲而不舍和形影不
离，所以才会有如此勇敢和坚强
的自己，才会有如此豁达和坦诚
的自己，才会有如此无畏和担当
的自己，才会有如此快乐和温暖
的自己，才会有如此善良和感恩
的自己。
愿我们都能拥有雪花的纯净
恬淡，拥有梅花的顽强不屈，继续
行走在辞旧迎新的路上。

燃气表计量检定
可在县内完成
通讯员 胡腾淙 记者 郑峻峰
··· ··· ·· ···
为积极响应百姓需求，县政府高度重视
并落实 20 万元专项经费，由县市场监管局指
定下属的淳安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负
责燃气表计量检定项目的建立。接手任务
后，该中心立即启动项目筹备工作，并于日前
顺利通过考核。
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我县陆续出现燃
气管道接通后用户无法开通天然气业务的情
况，严重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先后收到多起相关投诉事件。据市
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国家规定燃气表在使用
前应当由国家法定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
进行强制计量检定，而我县此前由于不具备
燃气表的检定能力，县内的天然气公司只能
到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送检。我县每
年实际需要检定的燃气表数量 6800 只，缺口
达 5000 余只，检定合格的燃气表数量无法满
足实际需求。
新建的燃气表检定项目将能对我县民用
燃气表开展检定，年检定能力为 8000 台件左
右，这预示着百姓用气需求得到满足，该项民
生问题将得到完全解决。

杭州千岛湖造船有限公司

精心培养优秀员工成才
同心谋发展
“双爱”促和谐

到，一支技能素质优良、对企业有
着强烈归属感的员工队伍是企业
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
公司实行制度化与人性化管理相
记者 义永华 通讯员 钱弩
结合，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多管
·· ··· ··· ··
齐下关爱员工。
今年 46 岁的叶文贵，两次获
“在船厂吃住行这方面的后
勤保障一点都不用担心，因为都
县高技能拔尖人才，多次在市县
钳工比武中获奖，在杭州千岛湖
会给我们安排好的，我们只要把
造船有限公司成立了个人工作
工作做好，技术提高就行。”在企
室，是企业中技术多面手的复合
业工作了 21 年的叶文贵深有感
人才。叶文贵说，自己有今天的
触地说，公司有各种激励制度鼓
成就，离不开公司的精心培养。
励员工自觉学习业务技能，提升
杭州千岛湖造船有限公司前
技能水平。比如，每一年都要通
过 民 主 推 荐 评 选“ 优 秀 员 工 ”和
身系成立于 1959 年的国有浙江
省淳安船厂，2004 年经产权改制 “关爱企业优秀员工”，评到优秀
员工的一级技师每月多 300 元，
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公司以千
岛湖水域船舶修造为主营业务，
另外年终表彰时还一次性奖励
目前是千岛湖水域规模和技术力
3000 元，促进了大家努力工作的
量均较强的专业船舶修造厂家。
热情。目前公司已有技师 11 人，
公司总经理张超介绍，在公
技师占一线员工队伍的 40%。
司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企业产
42 岁的江世民是公司的焊工
技师。1995 年，当时只有 19 岁的
权改制以来，管理层越来越意识

他，刚进来船厂工作什么都不懂，
如今是县里的拔尖人才。
“公司很
重视对我们职工的培养，
经常组织
我们外出学习考察，
让我们参加技
能比武，鼓励我们技师考证，反正
只要有机会就给我们深造。”江世
民说，
公司的管理有制度也更显人
性，让员工有成长的平台和空间，
还非常关心员工的家庭成员，
只要
家里有紧急事情都会准假，
有个员
工父亲生癌症他到杭州照顾，
工资
每天就象征性扣一些。
企业为保证员工上下班的交
通安全，还购入多辆小型客车，每
天安排员工就近统一乘车上下
班，解决了员工上下班路途远所
带来的困扰。坚持每二年安排一
次员工外省旅游考察，每个传统
节日向员工发放福利……一系列
举措，极大地增强了员工对企业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了人人
爱企业的浓烈气氛，为公司的稳
定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2018 年度农村
建筑工匠培训完成
通讯员 程建兴
··· ···
日前，县住建部门完成对 2018 年参加农
村建筑工匠培训合格的人员发证工作，标志
着我县 2018 年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工作圆满
完成。
为规范我县农村私人建房行为，全面提
高农村建筑工匠整体素质，落实农村建房品
质，提升民生实事项目，县住建局今年在全县
所有乡镇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 19 期，参训
1181 人，合格 1150 人。培训邀请专业老师
授课，采取现场授课、工地模拟、技能考核等
学习方式，重点提升学员的政策法规、施工安
全与劳动保护、建筑识图等知识。培训课程
结束后进行理论测试，测试合格的，颁发统一
印制的《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合格证书》。
通过本次培训，提高了我县农村建筑工
匠的业务水平，规范农民建房行为，确保农房
质量和施工安全。据悉，我县农村建筑工匠
培训开始于 2017 年，全县符合条件的农村建
筑工匠均可免费参加培训。通过两年时间的
培训，目前已培训 25 期 163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