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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驿站﹃红管家﹄ 巧解小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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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我参与

陆晓宇
···

2019 年 12 月，南苑社区成立了老
兵驿站，同时相继成立老兵矛盾化解
先锋队、老兵“红管家”业委会。自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启动以来，老兵
“红管家”
积极主动参与到社区、
物业公
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中，
起到了模范带头
作用，
为文明创建贡献了积极力量。
老兵“红管家”是“加速器”，积极
推动小区变身美丽家园。社区内的书
香名地小区范围小、入住率高、人流车
流量大，因此在刚入住时环境脏乱差，
车辆乱停放，特别是电瓶车随处停放、
私拉乱接严重，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
隐患。老兵“红管家”负责人、退役老
兵朱宝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带头
开展“小区自治”，第一时间召集业委
会成员、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召开会
议，商讨对策。通过反复征集居民意
见，选定区域，增设了停放电瓶车的公
共雨棚和充电桩。现在小区内停车有
序，集中充电安全方便，获得小区居民
的高度认可。
老兵“红管家”是“调解器”，及时
主动介入精准化解矛盾。在社区的物
业管理中，老兵“红管家”们直击问题，
抓住矛盾不放，积极主动介入调解矛
盾，
扮演好
“调解器”
的角色。如高空抛
物、
乱晒衣服等不文明行为引起很多邻
里矛盾纠纷，管家们常常上门走访调
解，协调邻里关系。通过不懈的努力，
小区竖起了公共晾晒杆，
高空抛物的问
题也在积极对接，
切实维护了小区的和
谐氛围，
赢得了业主们的称赞。
老兵“红管家”是“黏合剂”，融合
多方力量共建文明小区。自 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红管家们马
上与物业、热心居民一起对小区实行
全封闭管理，排查登记各类人员 616
人，登记车辆 356 辆，确保了小区居民
的安全。通过此次抗疫行动，让小区
居民和“红管家”们、物业公司之间有
了更深的了解，大家的黏合度越来越
高，邻里关系越来越和谐。面对今年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 红管家”也
积极行动，把小区内的退伍老兵组织
起来，在小区内的绿化和楼道实行包
干制度，花坛内插下了退伍军人护园
责任区公示牌。
（作者系千岛湖镇南苑社区党委书记）

城东社区文明创建
融入
“党员红”

通讯员 罗华雯
··· ···

跨部门联动

大数据通办

我县办税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
通讯员 何景琴 郑艳雯
··· ··· ···
“在没有原房主系列证明材料的
情况下，我顺利享受到了满五年唯一
住房减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我
这心里的石头可算是落地了！”日前，
刚办完不动产过户涉税事项的余先
生对税务窗口高效便捷的服务连连
称赞。
余先生是上海人，通过司法拍卖
拍下了淳安的一套商品住房，按程序
来说，房产过户时能享受“满五年唯
一 住 房 减 免 个 人 所 得 税 ”的 优 惠 政
策。但是通过法院拍卖途径无法与

原房主取得联系，证明材料也无处可
得。税务窗口的工作人员知晓此事
后，立即启动跨部门联动机制，联合
公安、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窗口，运
用大数据“证明”，确定了原房主的房
产信息，最终让纳税人余先生顺利地
享受到了五年唯一住宅减免个人所
得税的政策。
为更好地提供优质高效个性化
的 窗 口 服 务 ，县 税 务 局 坚 持 精 准 服
务，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推出专人
负责制，抓堵点破难点，变“纳税人
围着窗口转”为“大数据资源围着纳
税人转”，高效落实一网通办，提升

办税质效。同时税务窗口积极落实
“减证便民”服务，进一步精简材料，
推行税务证明事项向告知承诺制转
变 。 截 至 目 前 ，已 完 成 8 个 事 项 的
转变。
“昨晚提交了申报，今天就收到
了 300 万的退税款，速度真快。有了
你们送来的‘补给’，我们的资金流又
‘活’起来了。”淳安铭威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的赵爱丽也不停为税务部
门的高效率点赞。除了窗口服务不
断 优 化 ，线 上 服
务也更加便利。
县税务局组建三

服务小组，一对一为外贸企业提供精
细化、个性化服务，同时成立专人专
班退税审核模式，从精准预测退税指
标、畅通优惠审批流程、刷新审核退
税速度等方面入手，将企业申报数据
从受理到开具收入退还书的时间进
一步提高到了 0.68 天，做到当日税当
日退、退税办理不隔夜。
下 一 步 ，县 税 务 局 将 积 极 落 实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
见》，始终坚持“为民、便民、利民”服
务理念，让涉税办
理更智能，让纳税
服务更有温度。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金峰乡
专项行动树新风
通讯员 徐赫
··· ··

百照蜜枣好味道
拣选、发切、收切、锅煮……近日，
海拔 600 多米的金峰乡百照村里萦绕着甜蜜的味道，
村民叶银梅正在家
里制作蜜枣，
每道工序都严格按照手工制作的程序操作，
以保障蜜枣的好品质。
记者 王建才 通讯员 方芳

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通讯员 郑宏玫
··· ···
“感谢所有医护人员优质的
服务，
为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点
赞……”日前，淳安一院收到了
一份感谢信，
这是刚刚病愈出院
的王奶奶委托自己孩子特意写
下的，
字里行间满含真挚。
前段时间，王奶奶在体检
时查出肠胃不适，需要进行手
术。因为上了年纪，王奶奶的
家人都有些担忧，为了消除他
们的焦虑，淳安一院党委书记、
“山海”工程派驻专家张骏主动
请缨，说：
“手术我来做！”
在消化内科、麻醉科、内镜

中心的大力配合下，
医生通过无
痛气管插管、全身麻醉，顺利完
成胃镜下黏膜剥离术（ESD），
将
病变部位完整切除。术后，
通过
护理和医生团队的悉心照料，
现
在王奶奶已经痊愈出院了。在出
院前一天，
因为自己不识字，
她便
坚持让儿子替自己写下了这封感
谢信，
亲手交给了张医生。
“金杯银杯不如患者的口
碑”，淳安一院党委一直将老百
姓的健康需求放在心上，组建
了“淳医健康大讲坛”服务队，
联合省级专家、县级名医和家
庭签约医生，定期下村、入企、
进社区，为最基层的老百姓送

医、送药、送健康。2021 年以
来，已开展各类讲座、义诊等 36
余次，发放健康宣教资料 9610
余 份 ，服 务 6649 余 人 次 。 同
时，积极开展“问计于病人”活
动，共收集到 127 条患者及家
属最关切的问题，并想方设法
予以解决，解决率达 96%。
据悉，今年医院共收到锦
旗 81 面，感谢信 83 封，拾金不
昧等好人好事 132 件。这封由
家属亲手执笔的“感谢信”，让
医务人员感到无比暖心，鼓励
和鞭策着全体医务人员不断进
取，以精湛的技术为老百姓排
忧解难。

自 8 月以来，金峰乡认真履行“弘扬新风正气、
扫除文化垃圾”职责，组织各村网格员、宣传文化员
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净化
辖区内文化环境，打击侵权盗版文字影音制品。活
动期间，共发放“扫黄打非”相关宣传折页 1000 余
份，查缴销毁盗版非法图书刊物 21 件。
依托文化礼堂、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等阵地，面向青少年和家长群体，结合春泥行动，金
峰乡组织开展“青少年网络安全课”
、
“法治课堂”
、
“护苗·春蕾”
、
“童心向党”红色主题墙绘等活动，累
计开展活动 24 场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同时，为了将“扫黄打非”工作落实到辖区内每
一个“神经末梢”，金峰乡组织网格员结合防诈骗宣
传，走村入户开展非法刊物排查，并做好“扫黄打
非”工作宣传，让村民对非法刊物的危害有了更深
的理解，让
“扫黄打非”工作精神入脑入心。
“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扫黄打非’专项行动，
一方面让村里的文化环境得到了提升，极大地推进
了美丽城镇建设；另一方面干部自身也学到了很多
知识，对于盗版刊物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相信在
多次的宣传培训活动之后，村民的意识也会有很大
的提升，对于涉黄涉非及盗版非法刊物都会坚决地
抵制。”金峰乡金峰村党支部书记毛桃美说。

枫树岭镇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通讯员 邵玉晶
··· ···

为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有效提升枫树岭镇校园食品安全监管，近日，枫树
岭镇食安办联合大墅市场监督管理所、妇联等在辖
区全面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检查
中，联合检查组先后赴各校园周边餐饮、超市、副食
品店等 17 家场所，全面检查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
证照是否齐全、经营环境卫生情况，以及是否销售
“三无产品”
、过期食品等，并重点查看了食品采购、
储存、加工、留样和餐具清洗消毒等情况，确保不留
安全隐患，为孩子们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县消防大队
演习深入汽修行业

“来，一起把这废弃的桌子搬一下……”近日，
城东社区组织 40 多名党员到各个小区“放开干”，
大家积极参与，手拿扫把和垃圾袋，对堆放物、白色
垃圾、花坛垃圾等，全面展开清理工作，为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增光添彩。为巩固整治成效，避免整
治后反弹现象，党员志愿者们还向周边的居民宣传
环保知识，督促共同保护环境，营造“环境卫生、人
人有责”
的工作氛围。

通讯员 王静淑 王琳斐 记者 余青青
··· ··· ··· ·· ···
日前，县消防救援大队受汽车维修行业协会邀
请，走进坪山汽车城，组织 30 户商户负责人开展消
防演习。
培训课上，消防宣传员结合近期火灾案例，讲
解了消防法律法规、日常防火小常识、火灾情况下
正确自救等知识。随后，现场讲解了灭火器的鉴别
和使用方法，全体商户负责人开展了灭火体验，进
一步提高了商户负责人的消防安全意识。

富文乡
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通讯员 詹武
··· ··
9 月 13 日，富文乡党委政府组织企业负责人、
民宿业主代表、专职网格长，以及乡村两级干部齐
聚乡文化礼堂，深入学习新《安全生产法》、
《工贸企
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和《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培训导师以案说法普法，深入剖析典型事故案
例，
一方面对企业负责人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进行
警示教育和有效震慑，另一方面增强了乡干部员的
安全生产监管意识，
确保日常监管有力、履职到点到
位。此外，提高乡村两级干部和专职网格长的应急
管理能力，
强化紧急信息上报制度落实，
确保基层网
格治理体系运行高效，
应急救援及时有效。

综合新闻

农民工工资结清公示

缤纷活动助成长
日前，淳安青少年活动中心秋季素质训练营正式开营。为响应“双减”政策，在新的学期，该中心取消了
阅读与写作、数学思维、剑桥英语等课程，增加了快乐乒乓、创意美食等趣味课程。同时，还利用“互联网+”模
式，与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共同构建了 333 多维训练、童话故事、口才与主持三个项目的“双师型课堂”，让杭
州名师走进淳安，
提升教学服务品质，
目前已有 2000 多人次报名参加。
通讯员 洪女涵

本项目已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通过五方主
体验收，并已结清全部农民工工资，现将相关情
况公示如下：
项目名称是淳安县千岛湖镇东庄村商业综
合楼，建设单位为淳安县千岛湖镇东庄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施工总承包单位为杭州立丰建设
有限公司；开工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完工
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28 日。如有欠薪可联系：吴
林海，联系电话：13750860571。
杭州立丰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