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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风采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邬爱凤 王华一） 日前，宁
海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应用培训会召开，标志着我县正
式启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 应用推广。县发改局、县经信
局、县住建局等 15个部门涉及投资
项目审批事项的科室负责人及窗口

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0实施
所有非涉密投资项目“统一收件、统
一审批、统一出件”，实现了申报项
目从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到竣
工验收的全流程网上审批、全过程
监管、多部门协同和多层级联动。
投资项目申报单位只需在一个平台
申报，改变了以前多个平台多头审
批的状况，为各部门的纵向管理、优

化服务提供有力支撑，最大程度推
进“减事项、减材料、减环节、减时
间、减费用”，以更高水平实现投资
项目审批“最多跑一次”。

据悉，按照上线试运行的时间
节点，县发改局专门编制了运行实
施方案，明确运行准备阶段、培训测
试阶段、试运行阶段的主要任务、责
任部门及完成时间。筹建工作专
班，设立了综合组、政务网支撑组、
驻场技术组、后台维护组，统筹推进

试点工作。梳理了投资项目审批事
项与部门的对应关系，分配涉审人
员的政务服务网账号及权限，做好
电子签章申领等工作。下一步，将
协同相关涉批部门做好事项梳理、
日常监测、线上线下指导服务等工
作，确保在线审批监管平台3.0在我
县又快又好推广应用，不断深入推
进“最多跑一次”和“放管服”改革，
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

我县启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3.0全面应用

最多 一次·宁海新经验

记者 何莎莎

“当选镇人大代表，是群众对我
的信任，也是对我的考验。”今年 57
岁的俞伟飞现任深甽镇马岙村党支
部副书记，自当选为深甽镇第十五
届人大代表以来，他时时处处为人
民群众着想，努力做好代表工作，认
真履行代表职责，用实际行动回应
群众的信任和期待。

马岙村地处偏远，距离深甽镇

镇上有 20余公里路程，为了方便就
近村庄百姓子女就学，目前保留了
一所马岙小学，现有学生80余名，教
职工 14名。正是因为马岙小学偏
远，师资力量不足，加上现有的 6名
代课教师待遇不高，造成代课教师
队伍不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
校教学工作。

俞伟飞在日常走村入户中经常
会听到某某代课老师准备离职，学
生们非常舍不得的情况，也有不少
家长主动找到俞伟飞，对学校教师
流动性大表示担忧。俞伟飞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立即召集马岙片几
个村的人大代表，走访了代课老师，
深入了解代课老师的收入情况及家
庭情况，在向镇政府、教委等咨询了
代课老师待遇问题是否存在提高的
可能性后，他整理了一份书面材料，
向马岙村党支部汇报相关情况。

马岙村村主任是一家企业老
总，他表示愿意自掏腰包赞助一部

分。俞伟飞又带着村两委成员走访
了马岙村的几家企业，向企业家说
明具体情况后，得到了多位企业家
的支持，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赞助，提
高代课教师待遇。经过俞伟飞和几
名村委的努力，共筹得赞助费 3万
元，年终用于提高6名代课老师的待
遇，几名代课老师收到他们筹集到
的赞助款，觉得非常暖心和感动，都
表示愿意克服眼前的困难，继续留
在马岙小学。

“最近百姓反映较多的是村庄
环境整治和用水安全等问题，还有
反映村内犬类整治的……”考虑到
马岙村地处偏远，深甽镇人大联络
站在马岙村设立了分站，方便马岙
片群众反映问题，俞伟飞便担负起
马岙分站的全部工作，在每月的接
待日活动中做好接访工作，并将群
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做好登记，及时
向村两委会汇报。

“我不仅是镇人大代表，也是马

岙村的一名村干部，倾听百姓心声，
解决百姓难题，是职责所在。”面对
近阶段百姓反映集中的自来水管网
清淤问题，俞伟飞主动对接相关部
门，根据马岙村的实际情况，采取了
一系列解决措施，确保百姓能够喝
上放心水。

除此之外，俞伟飞还积极参加
上级人大组织的学习、会议和代表
活动，每次会议上都积极发表意见、
建议，所提的意见、建议都能从村庄
发展实际出发，体现了一名基层人
大代表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积
极传达民声民意的责任感。多年踏
实的工作，俞伟飞赢得了百姓的肯
定和信任。面对群众的肯定，他却
说，形势在不断变化，社会在不断发
展，作为人大代表必须与时俱进，继
续坚持以民为本，切实为群众解决
热点、难点问题，为群众多办实事、
好事，这才是对百姓托付最好的回
应。

用实干回应百姓托付
——记深甽镇人大代表俞伟飞

近日，位于新城市中心区的得力总
部大厦外立面上，“蜘蛛人”正在清洗玻
璃幕墙。县重点工程得力总部大厦项
目，总投资32300万元，占地27亩，建
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共 3
幢。目前，该工程在通过综合验收后，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在明年初投入
使用。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顾光辉 摄）

得力总部大厦
即将投用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昨
日上午，由县政协办公室、跃龙街
道、县医药行业协会和县安全生产
协会联合举办的惠民服务进社区
活动走进东海社区，为居民群众送
去健康义诊、安全生产知识普及、
垃圾分类指导等服务。县政协副
主席童青燕参加。

活动现场，中医内科、儿科等
专家医生为社区居民开展义务诊
疗活动，并进行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宣传。据悉，东海社区目前有 70
周岁及以上老人 300多名，60周岁
及以上近千名。为保障老人居家
健康安全，县医药行业协会向东海

社区赠送了电子血压器和 400个
家庭药箱，老人们可以随时前往社
区进行血压检测。县安全生产协
会工作人员则现场普及安全生产
知识，分发宣传册，让安全生产理
念深入人心。

随后，童青燕和街道、社区负
责人，县医药行业协会负责人等一
行，走访慰问贫困户家庭。在贫困
户家中，童青燕仔细询问了困难群
众生活工作状况，鼓励他们要树立
信心，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同
时，嘱咐街道及社区干部要积极想
办法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多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事。

惠民服务活动走进东海社区

编者按：
2019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

立65周年，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
周年，为突出人大代表主体地位，树
立代表良好形象，县委人大工作会
议召开前夕，对我县各级人大代表
中涌现的各类先进典型进行集中宣
传，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

见习记者 屠以撒

“现在啊，大街小巷常常看到
一些‘红马甲’在为老百姓服务的
场景，像今天这样的义诊活动定期
都会开展，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党员
与我们更贴近了。”日前，由县卫生
健康局联合县中医医院组成党员
志愿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医者
初心护健康”特色化志愿服务。

据了解，今年 5月，“党群同心
圆”推出特色化志愿服务项目评选
活动，县卫生健康局整合前期志愿
服务开展情况，策划申报“医者初
心护健康”特色化志愿服务项目，
获评全县特色化志愿服务项目一
等奖，并被批准立项。立项后，该
局结合自身行业特点，以百姓健康
需求为目标，开展以县第一医院

“天使有爱”、县中医医院“杏林卫
士”、县妇保院“天使之翼”和县第
二医院“春雨”为主打服务品牌，以
中医八段锦养生操现场教学、助力
残健融合、“医心向党”课堂为主要
内容，特色分明，体系完善的特色
化志愿服务活动。

作为志愿活动，特色化服务内
容至关重要。从中医八段锦养生
操进基层，传承弘扬中医养生的精
髓和特色，传播中医“治未病”理
念，到助力残健融合，为残障人员
提供日常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品
质，帮助残疾人更好融入社会，再
到开设“医心向党”课堂，结合主题
宣传活动日，组织医务党员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四进”
全覆盖，改变健康理念，走出健康
误区，增强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
养。近段时间以来，“医者初心护
健康”党群同心圆特色化志愿服务
的持续开展，收获好评连连。

截至日前，县卫生健康局已开
展八段锦养生操现场教学 22次，
受益群众 2000余人，累计为各乡
镇阳光家园残障人员开展 16次义
诊，倾心打造 2 家“医心阳光超
市”，已先后到大佳何镇中心小学、
大佳何胡家村、桃源街道回浦村、
长街镇港中村等地开展“医心向
党”知识讲座 35次，受益群众 5000
余人。

党群同心圆：“医者初心护健康”
特色化志愿服务项目成效明显

本报讯 （见习记者 赵祎
慧 通讯员 华建平 陈晓菲）

“来来来，我们几个人把这几辆电
瓶车摆放整齐些，让人好过路。”夜
幕下的天景园小区内，有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一群头戴红帽、手戴袖
章的老人，沿着小区内进行义务巡
逻，他们是银河社区“银发文明劝
导队”。

该队伍自 2015年 5月成立以
来，除每天一次风雨无阻巡查小区
内外，还积极参与社区工作。历经
四年多的发展，目前已有40余名队
员，平均年龄在 65岁以上，且多为
老党员、退休干部，都是一群热心
奉献、服务社会的老年人。

“我们义务巡查，是想发挥余
热，协助社区做好群防群治，为小区
文明提升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文
明劝导队的队长葛为仁告诉记者，

大家怀着一颗为居民服务的心，把
社区每一位住户当做家人，以理服
人。在文明劝导队的努力下，原先
小区楼道里办证、装修、管道疏通等

“五彩斑斓”的小广告已不复存在，
小区环境整洁美丽。

为抓好“创城”工作，银发文明
劝导队的成员们在业余时间，还积
极参与公益宣传、平安巡逻、垃圾
分类等志愿服务活动，促进小区素
质文明提升，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添砖加瓦。

目前，天景园小区已正式实施
垃圾分类工作，银发文明劝导队的
成员们通过学习垃圾分类知识，个
个都是分类达人。一到夜间，这群
可爱的老人们就在小区公共活动
场地里，向过往居民宣传垃圾分类
小窍门，还指导大家使用章鱼回收
柜，正确回收垃圾。

跃龙“银发文明劝导队”
为“创城”添砖加瓦

初心在身边本报讯 （记者 周韵健） 昨
日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
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
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我县贯彻落实工作。县委书记林坚
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李贵军、王
军海、叶秀高、徐震宇、张伟标、娄黛
敏、方勤、王辅橡、李红伟出席。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真民，县政协主
席尤玲娟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协工作
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在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之际，以党中央名义召开政协工作会

议，在党的历史、人民政协历史上都
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学深
悟透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
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
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政协制度在
宁海的生动实践。要强化思想政治
引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实践，切实
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
方面。要紧扣中央、省委、市委和县
委中心工作来履职尽责，团结引领各
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同频共振、
同向发力，广泛凝聚共识，画出最大

同心圆。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
导，努力创造条件支持政协工作，更
好地发挥人民政协的优势和作用。

会上，县委常委会听取了县委
办公室关于传达学习省委市委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中共宁海县委关于
高水平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和建设
的意见》起草情况以及县委人大工
作会议建议方案的汇报。会议指
出，要坚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
面领导，更好地把党的领导和人民
意志结合起来，把“两个维护”体现
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要支
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

职权，营造有利于人大开展工作的
良好环境，更好地发挥人大职能、履
行法定职权。要把创新贯穿始终，
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创造更多
宁海经验、宁海样板，努力在服务大
局中展现新作为，以实际行动助力
宁海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
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结合“三服
务”活动，进一步密切人大代表与群
众的联系，做好代表履职服务保障
工作，支持代表深入一线、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帮助解决难点、热点
问题，全力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

县委书记林坚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和省委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