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村谋新篇

近段时间来，沙头镇珠岸村
村两委带领广大村民，对全村环
境卫生进行了大整治，仅小屋就
拆除500余间，从而拓宽了道路，
整洁了环境，村容村貌得到很大
改善，为下步打造珠岸民宿村做
好准备。

拆除旱厕小屋500多间

珠岸村位于小楠溪下游，近
年来依托永嘉书院旅游发展，沿
路部分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发家
致富，也给村集体带来非常可观
的收益，但该村和山区众多村子
一样，道路狭小、露天粪坑、猪圈

牛棚林立，影响了村庄整体发展
空间。为了改变村基础设施落
后面貌，在县下派驻村第一书记
金梦芬的牵头下，该村结合全域
环境大整治大提升要求，加大力
度对全村实施环境卫生大整治。

记者在该村采访时恰巧碰
上环境整治，村民有的用铁锹，
有的用扫把，忙着清理垃圾杂
物。“这次整治不仅停留在道
路卫生上，还把道路两侧相应
的小屋、牛棚及猪圈等也列入
整治范围。”金梦芬说，由于村
子道路狭小，有的路段连小车
也开不进来，这将成为制约村
子发展的瓶颈。

据介绍，环境大整治得到广
大村民的支持，此次小屋拆除最
多的一户有 6间，村民都很配
合。村民陈修蒙说，刚开始村里

动员拆小屋时，心里很难接受，
小屋都是祖上留下来的，主要用
于圈养家禽及存放锄头、畚箕等
农具，拆掉后农具都没地方放
了。后来意识到环境整治好了对
全村都有利，集体事业全体村民
出力才能办好，于是就自行把小
屋拆了。他的举动受到其他村民
的好评。

金梦芬说，环境整治行动开
展以来，共拆旱厕、小屋 518间 1
万多平方米，清除陈年生活及建
筑垃圾上万吨。目前已启动道
路改造，将为村主要道路拓宽到
3－7米，下步将继续朝着美化和
打造精品庭院的方向前进，为打
造民宿村打下坚实基础。

计划创办600多间民宿

受永嘉书院旅游带动，珠

岸村每年游客众多，靠近公路
的村民几乎都开起了农家乐，
并在旅游经济中尝到了甜头。
据村民介绍，因为道路基础设
施差，环境卫生落后，住房稍
靠村子后面的部分村民难以分
享到旅游发展的红利。

“村里共有 2800 左右人
口，目前真正从旅游中获益的
还是少数。”村支部书记陈光强
说，为了能让广大村民都从旅
游发展中获益，村里已和县里
签约十大民宿村项目，目前村
两委中心工作都朝着这个方向
努力，并已引起很多村民的极
大兴趣，大家希望在民宿村打
造后都能受益。

村民陈华说，随着旅游的发
展，很多村民在家里就能赚到
钱，只是他的房子在村子的里

头，目前连车子都很难开进去。
对于村里开展的环境大整治，拓
宽了道路，他心里是非常赞同，
下步，他也计划按有关要求将房
子改造成民宿，希望以后在家里
就能赚到钱，在旅游发展中分得
一杯羹。据介绍，目前该村已有
陈康杰、陈丐相等100多人报名、
计划创办600多间民宿。

“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珠岸
村发展规划要求，拟把珠岸村
打造成为省级卫生村，县十大
民宿村。”金梦芬说，下步村里
将启动部分路段三线落地项
目，全面提升村容村貌，同时
推动多元产业全面升级，推动
村子由农业村向服务业村转
化，全方位增加村民收入，全
面提升珠岸村形象与美誉度。

记者 汪华新

推动农业村向服务业村转化
沙头镇珠岸村计划通过打造民宿村提升村容村貌拓宽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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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时逢稻谷收割
之际，农村家家户户忙着收割
稻子。近日，县公路管理局上
塘所巡查41省道及重要县乡
道时，发现许多农户都将收割
好的稻谷晒到马路上，甚至还
有高速路口处。

原本宽敞的道路由于马路晒谷
场的存在而变得空间狭窄，不
仅容易造成道路拥堵，还容易
引发交通事故，上塘公路管理
所在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秩
序，有效遏制在公路上晒稻谷
行为的同时，加大普法宣传力

度，让农户认识到占用公路晒
稻谷的危害。当天，路政人员
对41省道和虹三线的10余处
马路晒谷进行及时清理，并对
当事人进行了安全教育，确保
公路畅安。

通讯员 戴婵娟李成德

刚入社会得到磨砺摆正心态

2007年大学毕业后王一翔
回到永嘉，去离家近的欧科阀门
厂上班。那个时候临时的车间
铁棚规模不大，配套设施一般，
管理上也是如此，甚至连身份
证、毕业证也没要求过目。当时
大学生进阀门厂还比较少见，所
以马上有了新外号——“大学
生”。进厂第一天，老板娘就要
求测绘一个阀体（其实是确定工

资额），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画
了个把小时还在设置图框，被路
过的一位年轻大专小伙伴嘲笑

“这不是一键生成的啊！”。小伙
伴指着屏幕上的图框插件，一会
儿老板娘就过来确定了工资和
大专小伙伴一样。其实大专小
伙伴画图速度蛮熟练，可能由于
王一翔的“大学生”占了光环。
王一翔明白今后实际能力决定
收入。

正式上班后便是没日没夜

地干活，几乎缺人手的地方都要
充分利用。王一翔不单画图设
计，采购、加工、装配、打磨、油
漆、质检、发货等杂事都参与，常
通宵达旦。每天闷在临时铁棚
里忍受工厂刺鼻气味，鼻孔里经
常都是蓝色喷漆，每天回家第一
件事就是洗鼻子，吃完饭也是倒
头就睡，两点一线盼着每月 1日
的工人休息日和周末晚上的不
加班。不过在阀门厂辛苦的经
历以及不同岗位的锻炼，无形中
为他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让刚
步入社会的“大学生”得到磨砺
摆正心态。

科研项目成就感最让他激动

出于改善工作环境的想法，
2008年王一翔去了温州质检院
从事机械建材质检。阀门厂是
根据标准来设计产品，而质检院
则是根据标准来检测产品，两者
相互对立，因此管理体系也大不
相同。王一翔称，在阀门厂设计
讲究效率和成本，而质检院检测
重视严谨和制度，刚开始难适应
这种制度管理体系，曾为原始记
录一个字笔误处罚工资而抱怨，
也曾为小数点后“奇进偶不进”
判定产品不合格而感慨：讲究规
则，客观，溯源，对齐，各种“强迫
症”只为每一份真实的检测数据

报告。在此他打下了检测技术
能力基础，对标准理解也更加深
刻，参与紧固件、管材、门窗、水
嘴、石材、金属及非金属材料等
80余类种产品检测，并编辑认证
检测能力体系表，作业指导书
等，顺利通过国家试验室认可和
省计量认证。

王一翔在检测工作中不断
总结经验，利用他自身设计基础
绘制更加科学人性化的工装夹
具装置，参与国家质检总局科研
项目《基于虚拟仪器的头盔及安
全帽碰撞穿透性能测试》，其中
他负责图纸绘制和工艺编辑，研
制过程他学习开关控制、传感
器、PLC、传动、机械结构等应
用，同时开始组建科研团队一起
学习和讨论技术难题，将书本的
理论知识结合实际应用，科研项
目作品的成就感最让他激动。

同事之间团队合作相互成就

2009年温州质检院搬迁至
龙湾滨海，王一翔进入县质检所
（省泵阀质检中心）。王一翔称：
“兴趣很重要，如同大学学机械
专业因为小时候对车床转动感
兴趣。”以至于他的就业一直和
机械相关。县质检所管理体系
和温州质检院相似，因此他很快
就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开展阀

门检测、新标准认证、质量管理
体系、科研项目等。积极参与泵
阀中心建设发展，先后获阀门A
级型式试验资格和成立国家阀
门质检中心，相继与TüV、DNV
等国际先进实验室合作等。平
台的发展直接方便当地阀门企
业能够在“家门口”取得国内外
产品认可证书，降低检测成本和
时间。

与此同时，王一翔意识到平
台的品牌认可发展不单单只依
靠以往的检测业务收入，更需要
标准、论文、专利、科研、研讨会
等支持。因此，王一翔在平时检
测任务上发掘新思路新方法，相
继参与立项国家、省、市研科研
项目 13项，发表论文 8篇，取得
发明专利 11项。平台团队还获
得县优秀学术技术骨干团队和
市优秀高水平创新团队荣誉，同
时他个人还获得县优秀专业技
术人才和温州市特支计划科创
青年拔尖人才。他认为平台发
展将一直致力于为阀门企业提
供技术服务，为阀门产业转型升
级、市场准入与产品安全监管保
驾护航。

王一翔称，科研成果实施背
后同事间团队合作更是相互相
成，一起做才能做好做强，一件
小事就成了大事。 记者柳苗苗

任何一件小事做好做精就已经成功了
——记省泵阀质检中心副总工王一翔

人物名片：王一翔，省泵阀
质检中心副总工，机械高级工
程师，从事机械设计及检测，县
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市特支计
划科创青年拔尖人才。

制止马路成晒谷场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近
日，瓯北街道与县文广旅体局机
关第一、二党支部联合组织党员
干部开展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国
民体质监测工作党员志愿者们带
着仪器设备深入到社区，为年龄
20－70岁的社区居民进行免费
体质检测和健身指导。

此次活动对居民的身高、体
重、肺活量、台阶指数、握力、
闭眼单脚站立、坐位体前屈、选
择反应力等 10个项目进行了检
测，共吸引了 500 多人参加检
测。党员志愿者们认真记录每个

测试人员的数据，根据前来参加
的个人检测报告，让参加人员详
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随即
向市民给出综合评定的科学健身
指导单。

下一步，县文广旅体局机关
第一、二党支部全体党员将继续
在全县有关乡镇（街道）、社
区、村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国民
体质监测活动，让更多居民了解
自己的身体素质，增强强身健体
意识。通过活动，切实增强党员
干部行动自觉，切实把初心和使
命融入体育工作全过程，通过加
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力度、开
展国民体质监测、加强对体育产
业的引导和支持等工作，在加强
党支部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上取
得新成效，努力推动全县文广旅
体事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谷亨飞 通讯员潘统进

当好市民
健康的“守门员”
县文广旅体局机关第一、第二党支部开展国
民体质监测活动

为做好人力社保及医保
信息系统全市集中工作，决定
对我县人力社保及医保信息
系统进行停机切换。现将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停机切换时间
2019 年 10 月 22 日 至

2019年11月3日
二、停机切换期间业务

工作安排
1.停止办理所有社保类

业务，停办期间窗口实行收件
登记。

2.停止办理城镇职工医
保参保登记、信息变更、转移
接续和保费核定等业务。城
乡医保各类业务、职工医保备
案类业务和“市民卡”实时结
算业务等不受本次停机切换
影响。

3.移动办理、自助机、银
行代办、对外数据共享等功能
同时停止。

4. 网上申报业务因隔天
审核，申报截止日期为 10月

20日。
请各参保单位在10月22

日前申报本月业务，在月度结
算、停机切换至新的网上申报
系统启用期间，如有人员申请
新增（续保）的，可将参保登记
职工名单发送至社保公共邮
箱 （149653890@qq.com） 备
案，工伤保险待遇自备案次日
起生效。新的网上申报系统
启用时间、登陆地址及登陆方
式等另行通告。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县人力社保局咨询电话：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心：

57672877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中心：

57756569
县医疗保障局咨询电话：
职工医保：57672861
城乡医保：67250038

永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永嘉县医疗保障局
2019年10月16日

关于永嘉县人力社保及医保
信息系统停机切换的通告

本报讯 昨天上午，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我县召开
工作调研座谈会，全市各县（市、
区）社保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省人社厅副厅长刘国富，县委常
委、副县长陈继林出席。

会议听取了温州及各县市
区的工作情况汇报及 2020年工
作思路，并就工伤预防工作机制
建设、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收统
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执行情况
等工作进行座谈。据了解，我县
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该项工作，近
年来在关税壁垒和经济增速缓
慢的大环境下，深入实施就业优
先政策，坚持就业优先，鼓励创
业就业，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切实做
好社保降费率工作，按照兜底
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基本
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保障
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
体系，全民参保率达98%。大力
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技能人
才队伍建设逐渐完善。稳步推
进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健全多
部门联动欠薪治理机制，加强人
社系统行风建设，进一步健全完

善长效机制，推动人社工作不断
开创新篇章。今年我县人社工
作亮点纷呈，如打造“无欠薪
县”、集中大量引进高层次人才、
运用互联网+跑改等，部分工作
还走在了全市前列。

下步，我县将继续开展高层
次人才引进工作，进一步整合拓
宽省内外和海外引才渠道；立足
技能培训打造楠溪工匠工程，全
面落实中央“六稳”工作的决策
部署；推进扩面力度打造全民社
保工程，继续深化“跑改”工作，
促进人社业务数字化转型，切实
提升人力社保公共服务能力；加
强从严治党打造人社铁军工程，
进一步加强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

刘国富在听取汇报后表示，
温州各地的人社工作结合实际，
敢于创新，工作有声有色，成绩
可圈可点。下步要加强学习，提
高站位。要深入基层调研，务实
求效，突出创新，精细谋划明年
工作。要以上率下，把政策吃
透，提高本领。要紧紧围绕民
生，求真务实，再创人社工作
佳绩。 记者汪华新

围绕民生求真务实
再创人社工作佳绩
全市人力和社保工作调研座谈会昨在我县召开

近日，红蜻蜓中国鞋文化博
物馆和瓯北培元学校共建“培元
小学校外德育实践基地”，培元
学校将每年组织学生到中国鞋
文化博物馆参观，领略博大精深
的中华鞋履文化魅力。是日，该
校 70余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兴致勃勃地参观中国鞋文化博
物馆。

红蜻蜓中国鞋文化博物馆
于 2005年由红蜻蜓集团独资建
立，展馆面积逾 5000平方米，展

馆分为三部分：鞋文化历史馆、
品牌馆和科技馆，兼有收藏、展
示与互动体验等功能，将中外各
异的鞋藏品、鞋文化与鞋业设
计、制作、材料、工艺等科技发展
历程结合，给公众展示独特的鞋
文化与科技知识。该馆曾获“省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省科普教
育基地”“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
基地”“省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
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 李晓平

共建校外实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