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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取真经
探索医改很用心

通讯员 胡朝霞
··· ···

日前，县政协卫生界别委员赴长兴县，开展医共
体、医联体建设约谈调研活动。大家认真细致地了
解了长兴县域医共体建立、
运行、
发展情况，
探究了医
疗支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情况及其具体做法。该地
“以医共体为平台，
以综合医改为抓手，
构建优质高效
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做法，使大家深受启
发。大家一致表示，
要认真履行职责，
用他山之石，
为
发挥我县医共体医联体的同向效应而献智尽力。

义捐义卖正能量
扶残助残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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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县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系列报道之一

编者按：
幸福来之于奋斗，
劳
动创造着荣光。从本期开始，
本报
推出
“淳安县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系列报道，以此赞美劳动者，弘
扬正能量，
激励全县人民为康美千
岛湖建设各尽其能，
奋发有为。

马捷 环卫车上系情结

什么时间、地点，无论是怎样恶劣的天
气，他都会随叫随到。
记者 郭佳
“有时候环卫车在半路抛锚了，车
·· ··
里还装着垃圾，臭气熏天不说，时不时
各式各样的环卫作业车是清洁城
还会沾一身污水，照样得爬到车底下
市的得力干将，要让环卫车正常运行，
判断故障并维修。”马捷告诉记者，环
卫车辆车厢以及部分器械经常遭受腐
离不开一群默默无闻的车辆修理工。
52 岁的马捷就是县环卫所设备
蚀而生锈，有些看似简单的故障，却需
设施维修科中的一员。他在这个平凡
要把车辆拆开维修，那样所花的时间
的岗位上默默工作了整整 10 年，用辛
至少需要原来的两三倍。
县环卫所有百余辆垃圾清运车，
早
勤的汗水诠释着平凡的人生。
2009 年，马捷进入环卫所从事一
上5点到晚上10点，
是这些车辆的正常
线驾驶工作，2014 年因工作需要转岗
工作时间，在这期间，一旦有车辆发生
的情况，
马捷就会第一时间通知
到设备设施科从事环卫车辆日常维 “罢工”
修、事故抢修等工作。转岗后的 5 年
相关科室做好统筹调配工作并赶赴现
来，每当环卫车辆在外发生故障，无论
场。
“ 车子在哪出现故障，我们就奔赴

哪，汾口、威坪都没少跑。干我们这行
知识，不断强化自身理论知识和实际
的，
可以说是365 天全年无休。尤其过
操作能力，通过专业操作部件故障的
年过节，
反而更加忙碌。
”
马捷说。
反复排查、零部件的合理再改装等措
马捷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
施，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车辆维修的效
每次有汽车抢修，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率，减轻了沿途抛洒滴漏，还节约了车
带头干重活、累活。烈日下，风雨中，
辆维修经费，延长了车辆的使用寿命。
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加班加点对他
大家都说马捷闲不住，
县住建局环
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我记得前年大年
卫所垃圾收运科负责人也告诉记者：
三十，车子出现了故障，一直忙到下午 “修理场来了新车或其他机械设备，他
三四点才回家，刚好赶上吃年夜饭。
”
都要去看看、摸摸、研究研究。他还买
近年来，随着城乡环卫一体化的
回大量专业书籍，
利用休息时间认真自
不断延伸覆盖，环卫作业的标准及要
学、
钻研，
凭着一股钻劲、
倔劲和对本职
求也在不断提高，环卫车辆也更容易
工作的热爱，
成为所里的行家里手”
。
马捷，全天候的环卫车卫士，用
出现损坏。为了更加高效地完成车辆
维修，提高环卫车辆使用效率，降低故 “老黄牛”的精神日复一日地默默付
障维修频率，马捷积极学习汽修专业
出，恪尽职守。

96345 有求必应获好评
通讯员 鲁林平
··· ···
千岛湖镇 96345 社会公共
服务平台开通以来，时时听民
声，事事连民生，赢得市民的一
片赞誉声。

据 了 解 ，96345 平 台 实 行
24 小时全年无休制，服务内容
细分为生活服务类、咨询类和
事务类。所辖区域无论何时何
地何人，
居民只要拨打 96345 求
助电话，
不用跑就能得到诸如水

记者 汪苏洁
·· ···

电维修、水管疏通、开锁修锁、家
电维修、
清洗保洁等服务。
据统计，
去年该服务平台接
到求助电话总量达两万多个，
均得
到及时帮助，
办结率实现 100%，
电话回访满意率达 99.5%。

王阜乡敬老欢度
“家庭日”

为迎接第 29 次“全国助残日”到来，营造扶残助
残的良好社会风尚，
近日，淳安康复医院组织开展了
一场义捐义卖扶残助残公益活动。
活动当天，千岛湖广场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义卖
物品，这些物品都是爱心人士捐赠而来。此次义卖
所得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持残疾人事业。现场吸引了
大量市民驻足关注，大家纷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活动当场收到了 3200 多元捐款。
“目前，我们康复医院有 24 名残疾儿童，他们不
能像正常儿童那样生活，
而且大多数家庭条件困难，
希望以这个形式让更多的人关注他们，能施以援手
为他们带去温暖。”
淳安康复医院儿童康复中心负责
人邓彦锋说。

5 月 9 日晚上 9 点，瑶山乡干部员下村走访路
上，在天坪村至里桐坑村处附近捡到了一只全身长
满小刺的动物。小家伙在马路边上瑟瑟发抖，像是
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且在车辆来往中十分危险。干
部员们决定把小家伙带回乡政府。
次日一大早，干部员联系了临岐林业中心站工
作人员，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乡政府。经鉴定，
这
是国家三有野生动物刺猬。小刺猬被临时安顿在一
个红色的小桶里面，
经过一晚上的休整，
已经有了一
些精神。经过仔细检查，
小刺猬身体并无大碍，工作
人员决定先养两天视情况将它放生到天坪村，让它
回到熟悉的环境中。
据了解，
刺猬捕食大量有害昆虫，
对人类来说是
益兽，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
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老人骑行受了伤
民警救护速相帮

记者 王筱倩 通讯员 胡利
·· ··· ··· ··
“派出所吗？有个老人家骑车摔伤了，请求救
助。”5 月 10 日上午 8 点，石林派出所接到一通声音
焦急的报警电话。民警徐和平及两名辅警迅速赶到
现场。摔伤者是来自上海的七旬老人赵某，躺在地
上不能动弹。民警当即联系了最近的建德市 120 急
救车，将其急送医院救治。

交警大队
组织专项集训
通讯员 方小毅
··· ···
县交警大队组织开展的
“民警集中教育训练”活
动日前落幕。
教育训练活动特邀人民公安大学刘建军教授和
市交警支队、县公安局 7 名教官及大队 2 名业务能
手，分别讲授了交通事故现场勘察和事故处理、假牌
假证和改装车识别、城市交通数据大脑应用、交警类
刑事和行政案件办理、执法管理和执法办案中存在
的问题和对策、危险驾驶案及交通肇事案件证据收
集要点及起诉意见书撰写要领、信息查询和查缉布
控、民警违法违纪案件和信访投诉分析等课程。同
时还进行了交通指挥手势训练和手枪实弹射击测
试。

地名规范不是小事
龙山夜话

马路发现小精灵
干部当起监护人
通讯员 范丽莎 记者 王筱倩
··· ··· ·· ···

城乡新闻

刘云海
···

第 26 个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王阜乡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志愿者在乡敬老院开展“幸福淳安，健康为老服
务”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给老人理发、陪老人聊天、帮老人打扫卫生、给老人体检等，敬老院内充溢
着满满的温馨。
通讯员 周晓燕 摄

支付宝上出案情 却是同枕人
记者 唐家凯 通讯员 王丽君
·· ··· ··· ···
近日，青溪派出所破获一
起利用支付宝借呗借款转账方
式盗取他人钱款的案件，犯罪
嫌疑人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
事拘留。
“有人分三天用我支付宝
里的借呗借了三万元，还在当
天转到了他自己的银行卡！”5
月 6 日，受害人秦女士到青溪派
出所报警。
面对办案民警刘震宇的询
问，秦女士支支吾吾似乎不愿

多说。在民警再三询问后，她
才说出了实情。原来秦女士今
年 33 岁，几年前离异，2018 年 9
月在工作中认识了占某，经过
半年多的相处，两人发展成了
男女朋友关系，并开始同居生
活。
刘警官根据秦女士提供的
情况，在调查中发现，秦女士与
占某成为男女朋友后，秦女士
从不刻意避开占某解锁手机，
登陆支付宝甚至输密码支付，
一段时间后，占某知道了她的
各种密码。他就乘着秦女士熟

睡之时，打开了秦女士的手机，
用借呗借了 2 万元并转账到自
己 的 银 行 卡 ，秦 女 士 并 未 发
现。一次得逞之后，占某尝到
了甜头，再次用同样的方法转
走了秦女士 1 万元。
不久，秦女士收到了还款
提醒，当时就懵了，在询问了占
某后，占某承认确实是他借的
款。秦女士要求占某将该钱还
上，占某每次都是敷衍了事，秦
女士只得报案。
日前，青溪派出所将占某
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5 月 9 日的《今日千岛湖》2 版刊发了题为《遏制
地名的“任性”之风》的言论，该文对地名不规范现象
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予以遏制的观点。文章说得
很有道理，笔者在此也想
“附和”
几句。
城市地名是不可复制、不可多得的城市名片，但
地名中“大、洋、怪、重”的乱象，在全国各大城市却
都是一个通病和顽疾。据民政部统计，近 30 年来，
我国有 6 万多个乡镇名称和 40 多万个村名被废弃，
而与之相对的是，
“大、洋、怪、重”
的地名却是层出不
穷。曾有段子在朋友圈流行：早上在
“威尼斯”起床，
中午到“维也纳”办事，晚上在“曼哈顿”吃饭逛街，不
出城也能“周游世界”。
事实上，对“大、洋、怪、重”地名的规范和整治早
已有之。如早在 1986 年我国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
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规；近年来民政部又相继印发
了《关于开展地名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等；2016 年
3 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召开会议，要求落实地名的清理整改工作。但是，有
制度更要有力度，这就要求自上至下必须形成一整
套严格的地名命名、更名的审批制度及有效的违法
惩戒措施，对地名管理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令行禁止。
每一座城市，
每一条街巷，
每一幢建筑，
都有其厚
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动人的民间故事，
唯有富有地域
特色的命名才能承载它。正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
不顺则事不成”
，
取个既有文化内涵又能让人记忆深刻
的地名，
不仅是一门技术活，
更是一项良心活。

临岐获得五件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特殊身份让药材重镇品牌更光鲜
记者 程就 通讯员 宋小鸿
·· ·· ··· ···
近日，伴随着“覆盘子节”的冲天
人气，浙西药材重镇出拳划中“五魁
首”，临岐中药材产业协会一把收获了
5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作为我县的知名中药材，淳木瓜、
淳萸肉、淳覆盘子、淳前胡、淳半夏等
特产，在浙江中药材产业领域均拥有
较高的知名度，近年来，其产业化、规
模化经营管理也在不断地探索与提升
中。此次申报的
“淳木瓜”
、
“淳萸肉”
、

“淳覆盘子”
、
“淳半夏”
、
“淳前胡”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同时获得了国家地理
证明商标，堂堂正正、名正言顺贴上了
“淳安临岐”标签，使我县的国家地理
证明商标从原来仅有
“鸠坑毛尖”一件
的基础上，一下子上升到 6 件，约占杭
州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总数的四分之
一。
《商标法》明确，地理标志是指标
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
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
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

的标志。地理标志申报条件非常严
格，不仅需要大量的历史文件支撑，还
需要证明当地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对
产品所产生的特定影响，并造就了该
产品的特定品质。临岐镇政府高度重
视地理标志的申报工作，在做出申报
地理标志的决定前优先请示了县政府
取得授权委托，并和产业主管部门、中
介机构、专家学者进行了对接，充分论
证了地理标志申报的可行性。临岐中
药材产业协会联系了产业主管部门、
古籍档案收录机构，充分收集了能够

证明地理标志可观存在的资料，同时
委托省级鉴定机构，对地理标志产品
的特定品质进行了鉴定，并进行多方
慎密分析论证，最终，5 件地理标志均
顺利通过了审查。
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和保护，对
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农民收
入、促进扩大农产品出口、促进特色农
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推进农业产业
化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
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并带动其它
行业同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