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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虞高岚

《湖州市美丽乡村建设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自2019年5月1

日施行。两年来，贯彻实施情况如

何？下一步，将如何发挥人大代表

力量，擦亮美丽乡村这张“金名片”？

近日，县人大常委会召开会

议，对《条例》执法检查暨“新时代

美丽乡村补短板”人大代表寻访活

动进行专题部署。会后，300余名

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全面深入

城镇建成区外的106个行政村，以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垃圾分类

等七个方面为重点，着力寻找我县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

短板。

县人大代表王武芬是乾元镇

卫星村寻访组的成员。4月13日

一早，她来到了村里，与其他几位

人大代表共同寻访问题。走访中，

农村的管线架设管理问题引起了

他们的注意。部分水泥电线杆弃

用后一直没有拆除，存在一定安全

隐患。在朱家湾村民小组，村道转

角处矗立着四根水泥杆，给村民出

行带来不便。“美丽乡村建设不能

被这些可以解决的问题拖了后

腿。”王武芬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

记录下了现场看到的情况。

洛舍镇砂村村是杭宁高速德

清北（洛舍互通）所在地。寻访组

通过走访了解到，因车流量较大、

外来人口较多等原因，加大人居环

境改善力度一直是村民反映较为

强烈的问题。特别是在高速出口

附近的待开发区域，建筑垃圾乱倾

倒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因为违

法成本低，渣土车深夜偷倒乱倒频

发，非常影响整个区域的美丽乡村

建设。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加强联

动，从源头上把建筑垃圾偷倒行为

制止掉。”洛舍镇人大代表施春国

说。

据了解，在寻访活动中，人大

代表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数字人

大”平台，将寻访发现的问题和提

出的建议进行上传。这些问题和

建议，经梳理、分析和汇总后，将形

成问题清单，由县人大常委会农工

委和代表与选任工委，移交县农业

农村局和县政府研究处理。

汛期将至，为切实做好汛期防灾工

作，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县

市政管理处联合城区中队开展了武康

城区排水抢险应急演练。

本次应急演练对舞阳桥洞水位上

涨、春晖泵站断电、凯旋路路面积水严

重、游子街箱涵水位偏高等情景进行模

拟，采用智慧市政平台统一指挥。演练

现场，各应急小组根据险情场景采取封

道、管网疏通等手段防止险情恶化。整

个演练过程中，各小组配合默契，演练圆

满成功。此次演练，管理处、城区中队和

承包单位共出动人员80余人次、强排泵

车5台、管道疏通车1台、巡查车辆3辆

等，保障各项演练任务圆满完成。目前，

县市政管理处已经提前备好各类应急防

汛排涝物资，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确

保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

见习记者 李睿萌 文 赵宁 图

实习生 张雨碟

市政管理处开展
排水抢险应急演练

| 记者 陈明月 通讯员 杭昇艳

“沈大姐，您儿子的医保卡已

经办理好了特殊病种，以后住院的

医保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7%，另外

我已经帮你们递交了救助申请材

料……”从村里帮办员沈璐手中接

过相关材料，沈大姐连连道谢。

沈璐是禹越镇夏东村的一名

政务服务帮办员，几天前，她无意

间在微信朋友圈刷到了一条求助

信息，内容是村里沈大姐21岁的儿

子被确诊为B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需要做骨髓移植手术，突如其来的

变故和昂贵的医药费对这个普通

家庭来说如同晴天霹雳。作为经

常为村里群众“跑跑腿、办办事”的

帮办员，沈璐立即联系了沈大姐，

并上门为她解读了相关政策，又现

场受理了疾病诊断证明、医疗发

票、社保卡和身份证等相关材料。

当天下午，沈璐就把办理好的特殊

病种待遇备案和相关申请审批表

带给了沈大姐。

如此主动和高效的“帮办”服

务，对沈大姐一家来说就是雪中送

炭。“没想到村里能够主动给我们

送来我们急需的帮助。”沈大姐拉

着沈璐的手不住地感谢。

正是因为如此暖心的“跑腿”，

禹越镇各村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快

就能得到解决，实实在在提升了老

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禹越镇政务服务中心

重点狠抓帮办员队伍建设，在辖区

11个村社设立了政务服务帮办点，

并配备了专门的村级帮办员，针对

特殊群体开展政务服务帮办、代办

和上门办。“以前是群众说想要办

什么，我给办什么，窗口坐等群众

上门；现在是我想你所想，知你所

需，服务先你而行。”禹越镇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借助数字化改革、

“无感智办”等模式，禹越镇正积极

探索如何将政务服务与数字乡村

一张图相结合，以后群众有望享受

到“人在家中坐，服务天上来”的政

务服务。

知你所需知你所需 服务先行服务先行

禹越帮办员暖心跑腿帮上门

| 记者 高祎程

为进一步深化“三进三服

务”，县总工会开展了“当一周工

人，体工会初心”的主题活动。这

既是县总工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特色载体，也是打造工会“三服

务”2.0版本的有力助推器。县总

工会领导班子带队，全体成员深

入企业车间，按照企业的上下班

时间，与职工们同学习、同劳动、

同吃饭，体验一线职工的工作环

境、劳动过程和生活感受，在充满

“工厂味”“工人味”“工会味”的大

熔炉、大课堂里接受身体和心灵

的双重洗礼。

4月14日上午八点，县总工

会的机关干部们来到泰普森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包装车间内，开

始了为期一周的工作。清洁成

品、检验、贴标签、包装，大家分头

工作，个个细致又认真。

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潘军担任的是检验员的工作，成

品包装前的检验需要他来完成。

他表示，看似简单的工作也需要

投入很大的精力。“我这一关是成

品出货前最后一次检验，要确保

成品没有质量问题，就要特别细

心，简单的工作一天做下来却也

感到很辛苦。接下来几天，我会

把握好这次当工人的机会，多和

职工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

所想所需，为他们办实事、办好

事。”

泰普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生产订单日渐增长，目前的订单

已经排到了今年8月。这就使得

员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县总工

会积极对接，投入人力帮助生产，

以缓解企业压力。

为努力打造“学习型、服务

型、创新型、实力型、示范型”五型

工会，在全县工会系统营造争先、

创新、实干、为民的良好氛围，县

总工会创新开展“十个一”活动。

此次“当一周工人、体工会初心”

活动将充分发挥工会党史工运史

宣讲员、政策法规宣传员、工会业

务指导员作用，实现“送一次政

策、当一次学徒、交一批工友、办

一件实事”工作目标，努力把劳动

生产过程中的实践锻炼、角色转

换和体验感悟转化为工会干部用

心联系职工、真心服务职工的政

治责任和情感认同。

| 记者 陈德明 通讯员 毛萍莉

4月 13日，湖州市市场监管

局检查组来到乾元镇中心卫生

院，对该院冷链室进行新冠疫苗

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检查组对冷链室的新冠疫

苗接收、储存、出库等记录做了

检查，确保新冠疫苗来源渠道合

法，冷链交接、温湿度记录齐全，

资料归档完善；确保新冠疫苗的

接收、冷链运输、储存、厂家、批

号、有效期等情况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检查组还检查了

新冠疫苗冷藏箱、冷藏转运箱等

冷链设备运行状态，以及疫苗追

溯信息、不良反应监测报告预案

等，确保疫苗储存严格执行《疫

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要求，

从出冷链室到接种台的全过程

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储存、运

输良好，在意外断电等情况下疫

苗储存环境安全和冷库出现故

障时工作人员能及时接收故障

信息，保证疫苗在储存过程中的

质量安全。

新冠疫苗储存质量安全，是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一

环。乾元镇中心卫生院预防接

种门诊在合理安排好疫苗接种

的同时，严格执行疫苗的储存管

理，确保全过程符合相关要求，

让辖区百姓可以放心地接种新

冠疫苗。

确保新冠疫苗储存质量安全

| 记者 倪忆雪

眼下正值早稻播种季节，在

各处早稻田里，处处可见嫩绿秧

苗，农户们脚踩水田，手捧秧苗，

三三两两地在田间劳作。而在雷

甸镇杨墩村种粮大户王金民的田

里，却另有一番景象，田间不见劳

作的人，只有一架农用无人机正

在来回飞行，播撒着早稻种子。

开机、起飞，装满早稻种子

的无人机在原地平稳升空，按照

提前设定好的航线来回飞行，水

稻种子随着高速气流喷洒而出，

均匀地落在稻田里，整个过程一

气呵成，完全不需要其他人工

辅助。

“一台无人机飞一次9分钟可

播撒8亩，并且会比人工播撒更加

均匀，有助于后续早稻的增产。”

德清县先锋农机专业合作社飞手

杨煜锋说。

“以前80亩的地4个人要干

一整天，现在两个小时内就能播

撒完。”回想起以前，需要背上装

满十几斤种子的桶来回撒种的场

景，王金民不禁为无人机的高效

作业竖起大拇指。

雷甸镇农业农村办副主任杨

民杰表示，目前，除了无人机播种

得到普及，各类新型农用机械也

在迅速推广应用，机器换人效应

明显，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

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在提高农

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实现了大规

模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两小时播完两小时播完8080亩地亩地

新型农机高效作业受欢迎

| 记者 黄欣怡

4月 13日下午，在莫干山镇

仙潭村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项

目碧坞支流建设现场，工人们正

在浇筑23号堰坝。堰坝将打造成

两个水深分别为40厘米及80厘

米落差的景观坝，供游客下水嬉

戏。近段时间以来，西部山区正

抢抓汛前平稳期加快建设，各景

观节点效果也初步显现。

贯穿仙潭村的碧坞溪全长4.7

千米，全线共有26座坝，其中6个

将打造成景观坝，并新建7座人行

桥、若干绿色步道，在便捷防汛巡

查的基础上全力做好旅游配套

服务。

据悉，我县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试点项目建设针对西部山区、

中部湿地、东部水乡平原等各自

特点，分类实施建设改造。在西

部区块主要涉及莫干山镇东沈

村、勤劳村、筏头村以及仙潭村，

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

将结合莫干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建设，扎实做好封育保护、水

土保持、林草植被建设等工作，

为推动以“洋家乐”为代表的高

端民宿业态蓬勃发展提供生态

保障。

山区紧抓汛前平稳期加快建设

300余名三级人大代表争当“啄木鸟”
县人大全面开展县人大全面开展““新时代美丽乡村补短板新时代美丽乡村补短板””代表寻访活动代表寻访活动 当一周工人 体工会初心

我县首个村级政务服务2.0平台落户金火村
| 记者 杨名

“不出村就办好了事情，对我

们老年人来说，真是太方便了。”80

岁老人郭连初高兴地说。日前，乾

元镇金火村村民郭连初到村委大

厅办理了“老年人优待证审核”事

项，村级帮办员董明强通过村级政

务服务2.0平台帮助其办理。不仅

大幅缩减了办事流程，减少了材料

提交，也进一步增强了百姓获得

感。这标志着我县村级服务平台

建设进入2.0时代。

今年以来，我县紧紧围绕“放管

服”改革，积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优化网上政务服务流程，

创新网上政务服务模式，大力推动

浙江政务服务平台 2.0 在德清落

地。乾元镇作为德清政务服务平台

2.0的试点乡镇之一，已经开始全面

承接我县第一批延伸至乡镇2.0事

项清单，涉及公安、民政、人力社保

等7个部门共152个事项。截至目

前，已完成收件393件。

“浙江政务服务平台2.0在金火

村运行后，凡是2.0平台开通涉及的

事项，村级帮办员即可在村里帮村民

完成申请提交，镇县一级即可收到事

项办理申请及相关材料，镇县一级即

可完成事项办理。”该镇便民服务中

心副主任沈萍表示，政务服务2.0平

台在村级的运行，是“互联网+政务服

务”向基层的进一步延伸，让村级便

民服务站不再是村民办事的中转站，

真正实现了办事不出村，让帮办员少

跑腿不跑腿即可办成事。

咨询热线: 8077002
地址:武康街道中兴南路2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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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上接第1版)

4月14日上午，智能生产车间

里，零星的工人操作着全自动开料

机、全自动封边机等智能设备。“从

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从人工向机

器人转变，从经验向数据化转变，实

现了企业信息化生产管理的全面升

级。”沈怡强说，智能化的生产方式

再加上种类齐全、质量过硬的基础

材料，成为了兔宝宝全屋定制业务

的核心竞争力。

线下门店的迅速扩展也是兔宝

宝全屋定制业务迅速发展的一个原

因。目前，兔宝宝在全国有400多

家全屋定制门店。

事实上，兔宝宝在开展全屋定

制业务的同时，还非常注重软实力

的提升。兔宝宝还专门打造了兔管

家系统和健康保障系统，从风格、到

产品、到装修、到售后，兔宝宝全屋

定制都会提供专人、专业、贴心、主

动的基础服务。

“今年开始，我们还会深化渠道

建设、品牌体系打造、信息化体系建

设、供应渠道完善、产品研发，让消费

者有更满意的体验，享受更好的产品

服务。”面对未来，沈怡强信心满满。

如果说全屋定制业务是一个核

心，那么兔宝宝易装业务更像是由

多个核心组合而成的矩阵。经过四

年多卓有成效的发展，兔宝宝易装

业务已完成前端和后端的布局，前

端拥有近600家全国销售网络，后

端拥有50多家易装加工中心。

兔宝宝易装业务的发展抓住

了市场对材料成品化的消费趋

势。“现在的年轻消费者注重设计

款式的基础上，更需要品质和服务

的保障。”兔宝宝装饰材料事业部

供应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陆鸣亮解

释道，过去客户购买兔宝宝的基础

板材，还需要另外请人现场粗放式

加工、制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

没有专业的设计和生产加工，成品

款式和细节质量难以保证。而兔

宝宝易装模式，为消费者提供设

计、测量、加工、安装等一系列标准

化的服务，很好地解决了消费的需

求和痛点。

独辟蹊径的渠道建设是兔宝宝

易装业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

因。据了解，兔宝宝易装服务保障采

取加工中心合作模式，即以当地加工

中心为基点，围绕兔宝宝自有环保

板材，实现当地生产、快速配送。同

时，牢牢抓住流量端与服务端，创建

“工厂店+标杆店+社区店+样板间”

的“1+N”终端模式，通过E-maker

实现渠道建设和快速布局。

什么是“1+N”终端模式？“这一

模式具有成本低、建店快、获客准、

服务好、覆盖广等特点。”陆鸣亮介

绍，它以总店为中心，在小区建立社

区店，用“四易服务+三省体验+焕

新家服务”打造易装终端服务体系，

从获客和服务入手，完成从蓄客引

流、设计体验、生产安装到售后服务

的完整闭环服务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兔宝宝的技术

人员还会采取入驻加工中心的方

式，严格管控产品品质和交货期。

陆鸣亮表示，未来，兔宝宝将更

好更快地发展易装模式，力争2023

年达到万家社区店，形成“社区万

店”的格局。

抓住趋势，凭借硬质量、好服务

和完善的销售渠道，全屋定制和易

装业务俨然是兔宝宝业务版图中两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成为兔宝宝高

质量发展的“两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