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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沃土寄真情，春风化雨暖人心。连日来，按照省

市“走亲连心三服务”蹲点调研活动的统一部署，我县各单

位走出城市机关，步入田间地头，来到企业工地，听真话、

摸实情，深入一线，为企业、群众、基层排忧解难，上千名党

员干部以一系列迅速、务实、有力的行动，向全社会发出了

淳安“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最强音。

用心用情“三服务”真心实意解难题

阳春三月，又是一年春茶的

丰收季。茶农正忙碌在那一片

新鲜嫩绿的茶园当中，茶厂中的

茶机也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鸠

坑乡处处茶香四溢。

“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的‘鸠

坑早’，做毛尖的品质真好，价格

也高。”、“统防统治等项目的推

进，还有一系列茶叶技术的培训

与支持，让我们鸠坑生产的茶叶

质量更安全，品质更好了，卖得

也更快了。”……说起今春茶叶

的情况，鸠坑乡的茶农们脸上满

满的都是丰收的喜悦，对农业农

村局带来的切实帮助更是连连

夸赞。

开春以来，我县农业农村局

积极响应“三服务”活动号召，

深入鸠坑乡基层茶园走访，倾

听茶农茶企所思所想，着力解

决他们最盼最急最忧的问题。

同时针对近段时间天气多变的

实际，提醒当地茶农要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一旦遇到低温霜

冻灾害，要及时开展自救，减少

损失。

“鸠坑可以说是淳安茶叶的

‘根’，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将鸠坑

作为全县茶产业的引领和样板

打造。正好借助这次‘三服务’

活动契机，我们也将积极协助广

大茶农茶企，做好茶叶质量安全

保障、茶叶品质升级等方面的工

作，切实为茶产业发展出一份

力。”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如是

说道。

春茶季是一年中十分重要

的生产季节，春茶的丰收更是基

层茶农增收的重要载体。下一

步，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深化

“三服务”工作，切实抓好各乡镇

基层茶园“两禁”的推进和其他

项目的实施，以保障茶叶源头质

量的安全；同时，通过各项技术

培训、现场交流，提升基层做好

茶的能力，不断优化我县茶叶

品质。

“现在不出门就能申报职工

医疗互助保障补助金，真的方便

多了！”原本在一家幼儿园工作

的王女士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停

点赞。

“现在参加职工医疗互助保

障的职工，想要申报的，无需再

跑到县总工会办理报销。”总工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只需要在

手机上下载杭工e家APP进行

网上申报即可，工会逐级审核后

第一时间就会将补助款项打至

申报职工的银行卡上。”

让服务不出门，这样实打实

的举措除了解决“来回跑”的麻

烦，在申报时间上也大大缩短

了。前两天，王女士就在手机上

体验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补助

金的申报。身份验证、材料扫

描、信息上传……整个过程不到

一分钟。“过去需要提前准备报

销材料交单位工会审核，再送到

县总工会审核，乡下路途远、周

期长，现在只要资料齐全，通过

手机在家就能办理报销，真是太

方便了。”王女士说。

以服务职工为根本，以规范

便捷为基准，县总工会建立了

参保单位工会干部业务QQ群、

微信群，及时沟通基层工会职

工参保、到期续保、病例资料、

困难情况等，及时跟进参保、理

赔业务和慰问工作；建立了互

保财务工作业务群，所有财务

人员实时在线沟通交流，做到

往来资金清晰明了、账目规范

有序，极大地提高了赔付审批

效率。

结合开展“三服务”活动，总

工会在继续做好机关、事业、国

有企业单位职工参保的同时，重

点将互助保障工作向非公企业

职工推进，加强对未参保企业的

调研，了解职工未参保原因，积

极探索缓解弱势群体、特殊困难

群体等社会关注焦点的保障问

题的有效途径，努力吸引非公企

业职工参保。

一大早，淳安县威坪镇凤凰

村的邵建红骑着电瓶车顶着凉

风出了门，心里却是十分的热

乎。自从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

体威坪分院血透病区正式投入

使用，邵建红再也用不着在县城

里租房，每周三次到县医院做血

液透析了。

邵建红今年40多岁，在过

去的十一年间，每年他都要前往

县城，70多公里的路程，乘车需

要2小时。目前，我县有200多

位血液透析患者，仅威坪中心卫

生院提供健康医疗服务的威坪

镇及周边乡镇就有30余位，这

些血液透析患者除了做血液透

析产生的医疗费用之外，还要承

担不少的交通等费用支出。

“以前为了方便到县医院做

血液透析，我专门在县城租了一

间房，现在终于可以告别出租

屋，在家门口就可以做透析，一

年可以省下一万多块钱，经济负

担轻了不少。”邵建红笑着说

道。这只是我县医共体深化最

多跑一次改革，让患者少跑、不

跑、就近跑，更好解决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的一个缩影。

为更好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让群众得到满意的健康医疗服

务，县卫健局积极响应“三服务”

号召。一月份以来，我县卫生健

康系统开展免费下乡优生检查

“巡回服务”764人，开展各类健

康讲座、义诊等服务活动共计40

余场次，服务群众2万余人次 。

“税务部门主动服务，让我

们省税又省心，红利多了、负担

轻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

了。”说起这一轮的减税新政策，

杭州莱克竹木业有限公司会计

王光景很有感触。

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企业

家的心声。今年来，为了深化

“三服务”，让减税的春风吹遍淳

安的大小企业，进一步跑出降费

加速度，县税务局出台了一揽子

计划，为企业带去了不小的

惊喜。

如何才能让减税降费政策

家喻户晓？县税务局特地组建

了减税降费专家团队，启动“365

税企直通车”，送税入户，点对

点、面对面上门提供政策咨询、

业务辅导服务，并发放宣传册

3000余份。

同时加强横向联动，送好服

务礼包，与财政、人社等部门加

强协作，形成多部门沟通合作机

制，一同“发车”，主动对接县域

内5000余名会计，推送减税降

费短信，确保优惠政策应知

尽知。

我县有23个乡镇，山多地

广，农村百姓出门办事有诸多不

便。对此，县税务局将全县划分

成几个网格，设立15个网格点，

同时主动联系农商银行等部门，

方便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让这

阵“红包雨”飘进了淳安的每一

个角落。

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优

惠税种扩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免税标准提高、50%幅度内减

征地方税费……县税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在开展“三服务”的

每一个日子里，一定将企业家当

成自己人，全力推进减税降费政

策落地生根，促进全县经济健康

持续发展。

“快递小哥你快到了吗？

我已经把茶叶打包好了，就等

你来了”。3月27日，记者来到

里商乡燕窝村，27岁的“淳姑

娘”余俊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忙

着打包快递。这两天，余俊天

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一罐一罐

的千岛湖茶被运往远方，飘出

了沁人心脾的茶香……

5000、20000、60000,看着

一次次被刷新的营业额，余俊

笑的很明媚。然而创业初期，

余俊可没有这么轻松。“没有销

路，愁啊。”回忆起当初的情形，

余俊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淳安山区土特产品丰富，

但山区农产品非标化、城乡物

流发展不平衡、线上销售渠道

的缺乏等，一直制约着“余俊”

们的发展，好产品始终没能成

为好网货。

为此，县商务局深入开展

“三服务”工作，深入基层，力推

“三位一体”的电商助推农产品

进城体系，对制约农村电商发

展的诸多难题逐一进行了

破解。

在颜值当道的时代，好销

量首先要有好照片。针对农村

电商经营主体不会拍照的问

题，县商务局通过建立健全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从如何

取景、如何构图、如何修图等细

节教起，把产品拍摄、公共包装

提供等各项服务逐步下沉到乡

镇和行政村，引导农户低门槛

进入电商网销。

采访中，记者得知如今“余

俊”们每个月最期待的，是商务

局牵头策划的“一月一品”的农

产品网销活动。在那里，他们

的产品“统一策划、统一营销、

统一包装、统一物流、统一货

源”，一站式服务成功让春笋、

腊豆腐、桃胶等农产品从无人

问津的“土货”变为走红朋友圈

的“网货”。

此外，民营快递“共配”整

合、高端快递优质服务等直抵

心坎儿的服务，更是打破了“最

后一公里”的壁垒，大大降低物

流成本、提高物流时效，为千岛

湖农产品从“走得出”到“卖得

好”提供有力保障，赢得了农村

电商经营者们一个又一个的

“五星好评”。

3月18日，春雨淅淅沥沥

的下着。鸠坑乡的两所小学

里，却异常的热闹，抢答声、鼓

掌声、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一张张笑脸映衬着窗外的春

景，格外美丽……这一天，来自

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爱心团

队专家组一行6人，走进那里，

开展乡村儿童健康成长教育

“走亲连心三服务”。

前往鸠坑乡两所小学，从

千岛湖出发要开车2个余小时，

其中还有 10 余公里的盘山

路。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不少

孩子都随着父母去城里上学

了，每所学校只剩下30余名学

生，人数最少的班级只有2人。

“这里的孩子，个子普遍没

有城里的孩子高，生长发育赶

不上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县一医院医共体爱心团队成员

儿科主任徐东燕在下派鸠坑乡

卫生院工作时，就已经关注到

了这个情况。春天是孩子长高

的黄金季节，为此，徐东燕特地

制作了《长高从娃娃抓起》的健

康教育课，并一一答复家长和

孩子提出的问题。

介绍新淳六味中药、测量

身高、指导跳绳……那一天，县

一医院医共体爱心团队的成

员，成为这群山里孩子的“爸爸

妈妈”，耐心细致的指导他们的

生活、学习的每个细节，室内室

外不断上演着一幕幕温馨的

画面。

“我们开展‘三服务’活动，

首先要做好边远山区乡村儿童

健康成长教育，与孩子与家长

们多‘走亲连心’，精准对接他

们对儿童健康成长教育的需

求，提升为基层服务的能力，呵

护他们开心健康成长。医共体

对教育的支持和对孩子的关爱

必须根植于心、外化于行、强化

于责，服务好、帮扶好乡村学校

和农村孩子的发展，为乡村振

兴奠定健康基础。”想起那群可

爱的孩子，爱心团队领队陈秉

宇动情地说。

山区儿童
是心里最重的牵挂

电商经营户
给出“五星好评”

为企业带去减税降费“红包雨”

让群众得到满意的健康医疗服务

当好职工“娘家人”

“绿色关怀”守护一缕茶香

3月15日，千岛湖传媒中心工作人员来到王阜乡的结对村开展走
访，和结对农户拉家常、聊心愿。 记者 方俊勇

3月25日，县税务局组织多个税宣小队，下乡入企，深入基层，到茶园、车间等各行业的生产一线，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状况，掌握纳税人的切实需求，同时讲解 4月 1日开始实施的税率调整等最新优惠政策。

通讯员 唐德 何景琴

“三八”妇女节前后，县妇联组织女性医务工作人员为社区群众开展
健康义诊。 记者 方俊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