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刊今日二版

丽水日报官方微信指尖丽水客户端

中共丽水市委机关报

统一刊号统一刊号（（CNCN3333--00120012））

LISHUI DAILY

丽水网丽水网:www.lsnews.com.cn:www.lsnews.com.cn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20222022年年55月月2626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四月廿六农历壬寅年四月廿六

今日8版 第12212期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 吴泽）
“走遍天下，家在青田！”日前，“老
家青田我代言”系列活动在青田启
动。活动吸引海内外青田人积极
参与，通过“写家乡、画家乡、拍家
乡”主题创作，深度激发爱国爱乡
热情，全方位展示家乡发展变化与
底蕴魅力。

在万里之外的法国巴黎，法国
浙江华人联谊会积极响应家乡号
召，举行“凝聚爱乡情·共建家乡
美”“老家青田我代言”启动仪式。
身为青田籍侨领的陈旭东说，海外
青田人尤为牵挂和关心家乡的建
设与发展，以侨团形式参与“老家
青田我代言”活动，希望能发动海
外青田人通过讲述青田故事、写出
青田发展变化、画出最大同心圆、
拍出别样青田人在异国的爱乡情
怀，搭建家乡与法国的沟通桥梁，
促进中法友好交流，深入了解。

来自斯洛伐克的“洋媳妇”陈玛
丽，在得知活动举办情况后，用一口
地道的“青田话”前来参赛。在参赛
视频中，她用青田话讲述了自己与
爱人陈军敏相识相爱的过程，尤为

自豪地介绍青田的自然和人文环
境，以及美味的青田美食，以一个

“洋媳妇”的特殊视角介绍侨乡青田
的独特魅力。她说：“我爱青田，爱
青田人，爱青田的一切！”

8 位来自世界青田人青年创
业创新联盟的侨商，被青田聘请为

“青·侨优创客”——老家青田宣传
员、招商员。“青·侨优创客”代表叶
建毅表示，自己将当好家乡的“智
囊团”和“好帮手”，讲述好青田美
丽蝶变的故事、青田人努力拼搏的
故事。另一位“青·侨优创客”代表
周维峰也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建设世界青田是我们年轻一代
人的担当，我们要扛起家乡青田代
言人的责任，为家乡青田建设贡献
绵薄之力。

“号召海内外青田人积极为老
家青田代言，主动投身家乡创业创
新，共同建设高质量共同富裕的世
界青田。”青田县委统战部主要负
责人介绍，“老家青田我代言”系列
活动将陆续开展六个月，届时将举
办“老家青田我代言”活动成果展，
展示青田人和世界青田的风采。

全方位展示侨乡发展变化与底蕴魅力

海内外青田人积极为家乡代言

本报讯（记者 叶江 通讯员 吴
翌阳）近年来，遂昌县结合自身实
际，积极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当地
公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优
化整合成紧密型医共体，统筹调配
医疗资源，围绕“优化医疗资源配
置，提升基层服务能力”为目标，逐
步实现“县强、乡活、村稳、上下联、
信息通”的县乡村三级联动医疗服
务新体系，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全县 21 家医
共体成员单位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
11.13%、17.36%、8.39%；县域就诊率
增长至 87.52%、88.66%、90.78%,基
层 就 诊 率 增 长 至 49.5% 、53.22% 、
55.25%。

日前，50 多岁的曾阿姨在遂昌
县人民医院做了钼靶检查后发现

“右侧乳房异常钙化”，乳腺外科主
任范国才告知需要到浙大二院通过
专门的仪器进行精准切除治疗，可
以尽少破坏正常乳腺组织。让曾阿
姨惊喜的是，医生安排她先来到“浙
大二院服务专窗”，由专科医生与浙
大二院专家“远程会诊”，确认病症
后再在当地医院办理浙大二院的住
院手续。

遂昌县致力于“输血+造血”，
打造“双下沉、两提升”升级版山海
提升工程。该县人民医院和中医
院分别与浙大二院、邵逸夫医院建
立对接帮扶关系，下沉常驻专家，
提升打造重点科室。同时组织成
员单位开展医院文化、人文素养、
医疗质量全方位系统化培训，高效
完成 65 个基层首诊疾病理论和技
能培训。

去年 11 月 3 日，位于新路湾镇
蕉川村的遂昌县中医院医共体蕉川
慢病管理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主
要以“未来村庄”智慧医疗为建设主
题，采取“智慧云医、共享名医、全科
家医”等服务模式，为蕉川村及周边
群众就医带来“智慧化就医、全程化
跟踪、标准化诊疗、一体化协同、一
站式服务”的全新就医体验。

据介绍，遂昌县在全市率先建
立了统一高效、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的区域影像心电病理会诊中心，实
现区域内医疗影像心电、病理信息
集中诊断、疑难转诊、检查共享，已
累 计 完 成 远 程 诊 断 报 告 3.6 万 余
份。此外，该县实施医疗服务领域

“最多跑一次”改革 20 项清单改革，
实现扫码就医、诊间结算等一条龙
服务，建成的远程会诊和会议系统，

已经覆盖两家医共体牵头医院、基
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

为进一步引才留才，夯实改革
基石，遂昌县还深入实施《关于加快
集聚人才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意
见》，打造省内领先、浙西南最优卫
生人才新政，落实卫生人才一次性
现金奖励、房票等补助，总额高达
22.5-375 万元。去年以来，共引进
临床、中医等专业紧缺急需人才 17
名，同比提高 54.5%;加大定向培养
力 度 ，2009 年 以 来 累 计 培 养 296
人。同时，利用“县属乡用”“县管乡
用”“乡招村用”模式，建立职称自主
评聘向基层倾斜机制，有效引导卫
生人才向基层流动。

医疗资源下沉 医疗服务提升

遂昌打造县域医共体山区发展县样板

本报讯（记者 徐小骏 通讯
员 邹丽）“我市综合执法事项由 6
个领域 168 项扩展至目前 23 个领
域 990项，年底将扩展至 25个领域
1382 项⋯⋯”近日，在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开展的每周固定学习培训
会上，该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作涌
在综合执法事项统一目录课程中
全面介绍了当前综合执法局原有
执法事项和新增执法事项，结合大
量的事项类别深入分析当前需要
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就新划转行
政处罚权涉及的法律体系、具体职
能、违法行为常发高发事项、执法
办案有关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
专业解读。

随后，该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何伟慧围绕“加快推进‘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落地
落实”主题，结合浙江改革历程、改
革任务体系，全面展现了当前我市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工
作的进展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并从
突出完善改革任务体系、推进体
系、谋建加分亮点项目等方面，提
出下步工作思路和落实举措。

为强化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提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全
面提高全体行政执法人员的基础法

律知识、执法为民理念、依法行政意
识、执法业务能力和实务操作水平，
深入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
改革工作，近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通过党组会前必学、执法讲堂精学、
送教上门助学、业务专题研学等形
式，开拓行政执法人员眼界、拓宽思
路，营造“领导干部先学、中层干部精
学、全体队员竞学”的学习氛围，提升
综合执法队员的政治能力、业务能
力、变革能力、执行能力和团队能力，
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提
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
革是对行政执法体制的一场系统
性、整体性、重构性集成变革，要把
开展学法培训工作作为必修科目，
与“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综合行政执法实际紧密结合，不断
丰富培训的形式和内容，深入、持
久、扎实地开展学法培训工作。

据了解，下一步，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还将立足“1+8”执法队伍开
展全链条培训，邀请业务骨干进行
专业解读，切实提高我市综合行政
执法系统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执
法能力，真正做到对新划转事项

“接得住、管得好”。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新划转事项业务培训

确保划转事项“接得住”“管得好”

本报讯（记者 郭真 通讯员 陶
晓舜）昨日，第五届“中国创翼”创业
创新大赛丽水市选拔赛暨 2022年丽
水市“奇思妙想 创赢绿谷”创业创新
大赛决赛在丽水成功举办。从全市
近 150 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 17
个优秀项目来到决赛现场，同台展示
了“精彩创意”和“奇思妙想”。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丽水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发改委等 5
个部门联合主办，“中国创翼”+“奇
思妙想”两大赛事强强合并，吸引了
众多丽水创客参与其中。

此次大赛除常规主体赛外，还

特设了青年创意和乡村振兴两项专
项赛，在多角度展示了我市创业创
新工作成效的同时，也旨在通过大
赛，鼓励带动大学生返乡入乡创业。

通过层层选拔，入围决赛的 17
个优秀项目涵盖了智能制造、网络
平台、生活服务、文创旅游等诸多领
域。比赛采用“6+5+1”的模式进行，
即 6分钟项目路演时间、5分钟的现
场答辩和 1分钟评委打分。

由学术专家、创业导师、创投人
士和企业家组成的专家评委组从创
新性、示范性、引领性、社会价值、项
目团队、发展现状和前景等方面进

行了评审。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第五代移

动通信(5G)小基站产业化及 5G行业
应用产业化融合项目》《数字化还原
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缙”道彩面
——联动打造“浙丽”新潮速食产
品》《一叶兴农——“深耕”箬叶激发
乡村“活力因子”》4 个项目脱颖而
出，分别获得主体赛制造业组、主体
赛服务业组、青年创意专项赛和乡
村振兴专项赛一等奖。

近年来，丽水市人力社保局以
“丽创荟”品牌建设为引领，努力为
创业者提供规范、便捷、精准、高效

的创业服务，带动全市开展各类创
业活动 430 余场，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超 4 亿元，累计扶持创业 6200 余
人，带动就业 2.5 万人，营造了良好
的创业创新环境。

丽水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本次大赛，为我市发掘出
了一批优秀创业人才、优质创业项
目。下步，市人力社保局将致力于
支持一批优质创业项目在丽落地，
从而更好激发重点群体创业创新热
情，营造全社会鼓励支持创新创业
的浓厚氛围，为持续推动我市创业
带动就业工作提供新动能。

奇思妙想 创赢绿谷

2022年丽水市创业创新大赛在丽举行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全国
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
会 25 日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向他们表
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
辅警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0时 30分，习近平等来到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
意，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郭声琨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
上讲话。他指出，全国公安机关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 ”的 决 定 性 意 义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忠实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学习
弘扬英模精神，全力做好防风险、保
安全、护稳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表彰全国模范公安单位的决
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
于表彰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的决
定，公安部关于表彰全国公安系统
优秀单位优秀人民警察和全国公安
机关爱民模范的命令，并向获奖集

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全国公安系统
982 个先进单位、1485 名先进个人
受到表彰。全国模范公安单位代
表、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京港澳
高速窦店公安检查站站长张库，全
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代表、福建省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大队
长高湛在大会上发言。

丁薛祥、陈希、肖捷参加会见，
赵克志参加会见并主持大会。

习近平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

向全国广大公安民警辅警致以诚挚问候
李克强王沪宁参加会见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述评

近年来，青田县章旦乡
致力打造“一村一品”，在兰
头村探索农业发展转型升
级之路，围绕“竹韵兰头”品
牌创建，整合笋竹加工、田
园基地、笋竹主题民宿等特
色资源，在畅游乡村中拓宽

“兰头笋”的销售渠道，铺就
农旅融合“共富路”。图为
近日党员志愿者帮助村民
包装笋干。

记 者 雷 宁 特 约 摄 影
记者 张永益 摄

打造“一村一品”

记者 叶浩博 叶炜婷 通讯员 李雯欣

昨晚 7时 30分，全程在丽水拍
摄的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如
期在浙江卫视、江苏卫视播出，瞬
间引发全市上下的收视热潮。丽
水观众们通过各种形式表示，电视
剧中熟悉的自然风景和生态环境，
以及和我市绿色发展相同的时代
背景，让人倍感亲切。而电视剧所
反映的现实环保问题，让人有身临
其境之感；其跌宕起伏的剧情，又
让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在莲都区古堰画乡米乐娜民
宿，大港头镇大港头村、河边村村
双委干部齐聚一堂，观看刚刚播出
的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

“看完之后，我觉得电视里讲
的就是我们大港头的故事。”大港
头镇河边村村双委干部方夏梅激
动地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
港头人，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古堰画
乡‘成长’的故事。从之前大港头
因为木制品加工业变得乌烟瘴气，
到如今坐拥画乡文化产业和瓯江

‘生态红利’，我切身体会到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开播后，
我发现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大港头
元素，如通坪码头、瓯江芦苇。每
次看到这熟悉的场景，我都感到非
常欣喜。未来五年，我们还要努力

成为浙江省山区 26 县共同富裕的
先行示范，创新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环境保护好，
留给子孙后代。”大港头镇镇干部
孙朝庆说，作为一名乡镇干部，在
平时的工作中更要坚持人民利益
至上，群众利益无小事，把生态工
作做实、做细、做好!

龙泉西街街道干部潘枫看完电
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前两集
后，对其中的干部形象，深有感悟。
电视剧中没有形象“高大全”的干
部，而是塑造了一群接地气、贴民
心、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弘扬了埋
头苦干、勇毅前行的奋进精神。

同时，潘枫也发现该剧满满的
“丽水元素”，用绝美风景推动了剧
情发展和艺术呈现。他希望今后
会有更多此类充满丽水元素的影
视作品不断问世，更希望龙泉西街
今后也能出现在此类影视作品之
中，成为一个游客看了影视剧后前
来踩点的城市风景线。

“我们作为村两委干部，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带领村民共同
富裕，就要提高对大自然的敬畏
心。”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党支部
书记曾志华在看完前两集电视剧
后深有感悟。从 2008 年曾志华回
村竞选“村长”开始，他已经和生态
环境保护打了 14年“交道”。

(下转第七版)

电视剧《春风又绿江南岸》首播，引发全市收
视热潮和群众热议——

绿色发展逐梦“共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