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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头区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30名中高层次人才

道出烦心事 我为您解忧
元觉街道举行“民声金话筒”活动

辉煌辉煌7070年年 红歌大家唱红歌大家唱

新一轮高校毕业生
求职路费补贴开始发放

丈夫酒驾被查
妻子阻碍执法被拘

本报讯 （通讯员 倪锦辉） 2019年9月23日晚
上，洞头交警在灵昆街道王相村委前开展酒驾整治行
动时发生了一件雷人的事儿。一名女子因其丈夫被交
警查出酒驾，竟然辱骂推搡现场执法民警，并采取扯
衣领、捶打手臂的方式阻碍民警依法执法，后被现场
民警制服并送辖区派出所处理。

当晚 20时许，洞头交警大队在灵昆街道王相村
设卡路检。一名驾驶电动三轮车的男子看到前方卡点
后立即调头逃窜，后被执勤人员拦下后接受检查，经
对该男子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 28mg/100ml，已达
酒后标准。

现场民警正对其进一步核实身份时，该男子的妻
子陈某从旁边突然窜出，并试图将该男子从现场带
离。在民警对其劝阻时，陈某情绪异常激动，辱骂现
场执勤民警，推搡拉扯民警衣领，捶打民警手臂，并
大喊：“警察打人了！”企图煽动群众围观，阻碍现场
民警正常执法。

最后，陈某被现场民警采取强制措施制服后
移交辖区派出所处理。现陈某因阻碍执行公务被
瓯江口分局行政拘留十日，民警对酒驾三轮车驾
驶员张某开具强制措施单，待车辆属性鉴定后再
处理。

交警提醒，任何无理取闹、恶意阻挠，甚至以暴
力方式阻碍正常执法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本报讯（记者 王丛文 见习记者 李肖）近日，洞
头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高层次人才。本次招聘聘用
人员全部入事业编制，并根据聘用人员取得的“双一
流”、原“985”“211”高校的学历层次，按全日制博士、全
日制硕士、全日制学士分别给予30万元、15万元、10万
元的安家（购房）补助。

记者了解到，本次招聘对象需具有全日制普通高
校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一流”高校、

“一流”专业、原“985”“211”工程高校的毕业生可放宽
到本科。属于紧缺专业，且为洞头区户籍（生源）、或父
母至少一方具有洞头区常住户口、或配偶具有洞头区
常住户口的，可放宽到高校一本专业录取的全日制普
通高校毕业生。

据介绍，此次洞头区计划招聘 30 名中高层次人
才。其中，紧缺专业人才22名，包括海洋经济类、休闲
旅游类、生命健康类、其他紧缺专业共计四大类。根据
聘用人员取得的学历层次，洞头区将按全日制博士、全
日制硕士、全日制学士分别给予30万元、15万元、10万
元的安家（购房）补助，按5年，平均在每满1年后的年
底发放。工作满1年，在洞头区自购房的，补助余额可
一次性提取。

据统计，自2018年“三年百名中高层次人才”招聘
计划实施以来，洞头区已有40余名中高层次人才享受
到了政策待遇和人才补助。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艳）“随着植物园的落地，
我们沙岗村未来的发展应该以旅游为主，那作为村民
我们从中能享受到什么呢？”“内外深门通村公路水沟
深，存在安全隐患，尤其夜间出行很危险，是否有什么
解决措施？”……9月 22日，一场以“道出烦心事，我为
您解忧”为主题的“民声金话筒”活动在元觉街道沙岗
村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邀请了沙岗和深门2个村的党员群众代
表参与。以“唠家常”似的聊天方式，让大家很快就进
入状态，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现场气氛热烈，每一个问
需都得到了即时回应。会上，工作人员还分发了意见
征求表，现场征集问题 12个，在活动现场就解决了 6
个，其余问题街道将落实相关责任人一一跟进，着力给
予解决。

据了解，“民声金话筒”是元觉街道“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一项载体，该活动以座谈会的
形式，邀请党员、村民、职工开展互动交流，充分听取群
众意见建议、答疑解惑。下一步，“民声金话筒”活动将
继续走进辖区 7个村、走进企业，全方位了解民生“忧
愁”，并帮助解决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丛文 见习记者 李肖）记者从
洞头区人力社保局了解到，按照洞头区就业政策，毕业
2年内（含毕业学年大学生）于 2018年 1月-2019年 8
月期间首次到洞头区企业就业（缴纳社保）的高校毕业
生，可以申请高校毕业生求职路费补贴。

政策规定，按照出发地（生源地或毕业院校地）
为浙江省、华东地区（浙江省除外）、华东地区以外
分别一次性给予个人 300 元、500 元、800 元求职路
费补贴。

在此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1.本次申报对象
时间范围是毕业 2 年内，指 2017 年 1 月 1 日以后毕
业；毕业学年指 2018 年 9 月开学至 2019 年毕业。2.
洞头区企业指注册地和财政收入在洞头区的企业
（不含灵昆）。3.首次到洞头区企业就业时间为 2018
年 1月 1日之后。

申报路费补贴需要提供以下材料：1.求职路费补
贴申请表一份；2.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3.毕业证
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申报时间：2019年9月16日-9
月 30日（工作日），以后每季度末集中受理。申报地
点：洞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岙街道人民路
16号202室）。

本报讯 （记者 叶明天 见习记者 李
肖） 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洞头
区依托 2018 年“海上宽带”项目成果，
创新推出了“丰收海商通”海上电商支付
结算平台。该平台是浙江省首个在太平洋
海域通过卫星宽带完成渔获物全程交易的
信息平台。

近日，记者来到了农业农村局，工作
人员在手机上打开了“丰收海商通”的手
机客户端，演示了海上电商平台的具体操
作并详细介绍客户端的各种功能作用。

据了解，为解决传统海上渔获物交易
模式存在信息封闭、交易对象单一、支付
结算不便等问题，洞头区农业农村局依托
洞头区 2018 年“海上宽带”项目成果，
于9月12日创新推出“丰收海商通”海上
电商支付结算平台。

平台是浙江省首个在太平洋海域通过
卫星宽带完成渔获物全程交易的信息平
台，由海上电商与电子支付结算功能模块
构成，分别由第三方公司、洞头农商行运
营，渔船在平台注册签约后，可在平台上
发布渔获物品种数量、交易海区、交易价

格等信息，买方(收鲜船)通过扫船体二维
码或者直接在丰收海渔通平台上完成支
付，全程交易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

平台的推出实现了海上无现金交易，
解决了以往渔船先货后钱而导致的资金回
收难的问题，改变了传统渔业“重生产、
轻经营”的现象，将支付为民的理念落到
实处。通过丰收海商通平台，使得买卖双
方在海上能及时获取渔获物信息、交易海
区、交易价格等信息，促成海上交易，并
使海上交易支付结算便捷、高效、及时，
是互联网+渔业+金融具体应用。

随后，记者来到了东沙渔港，详细了
解渔民对“丰收海商通”电商平台的使用
情况和感受。“用这个平台在洋面上可以
了解到家里的市场行情。交易的时候，也
可以提前收到货款。”船老大吴勇杰觉得
很方便。

据悉，洞头区计划将丰收海商通平台
在洞头全区范围内进行推广。截至9月16
日，已办理签约渔船 21艘，张贴收款二
维码渔船 10艘。未来如果有相关业务需
要，将会进一步向全市乃至全省推广。

记者 张敏洁 陈超凡 陈经宝 方馨

工布江达，藏语意为“凹地大谷口”，位
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南麓，
雅鲁藏布江以北。在这个海拔3600米、有
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雪域高原，有一位来
自洞头的干部在这里默默奉献，书写着无
悔。他就是援藏干部，唐建松。

雪山高耸、草原广袤、藏民淳朴、牛羊
遍地……这是游客心中西藏的美丽模样。
对于援藏干部来说，旖旎的风景背后却是
缺氧、高寒，勇挑援藏脱贫的重负等困难。

工布江达县的海拔相对较高，有 3400
多米，在30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气都比较稀
薄，紫外线辐射十分强烈，墨镜成为唐建松
的标配。工作三年以来，他默默地克服高
原反应，逐渐适应了高海拔的工作环境。
但对于在援藏的艰辛，他并不愿意多提起。

近年来，工布江达县与内地的差距已
经越来越小，这个小县城经过多年援藏建
设，呈现出良好的风貌。作为援藏干部，唐

建松心里是欢喜的。
“三年前，刚到西藏的时候，和我印象

中的西藏反差较大。”唐建松告诉记者，国
家近几年的脱贫攻坚的行动成效显著。近
年的光景，西藏发展阔步向前。现在藏区
的一些市政面貌焕然一新，村庄的发展也
跟上步伐，美丽村庄的建设如火如荼。旅
游村提升旅游的整体形象，以农家乐的形
式创收，逐步使当地的牧民都过上了富裕
的日子。

从城镇建设到产业培育，从民生改善
到深化改革，援藏干部在雪域高原上开展
了一次次生动的实践，也为这座高原小城
带来大变化。如今在西藏，有越来越多来
自内地的年轻人来到雪域高原工作，这种
经历让唐建松这一批援藏干部的青春更加
壮丽。

“浙江沿海地带让我们接受了良好的
教育，希望用自己的毕生所学服务西藏。
给孩子、老百姓，多多少少带去一些正能
量。”来自浙江的援藏干部朱玲淑表示，希

望为民族团结做出贡献。
一个个援藏项目，在援藏干部的艰苦

奋斗下，落地开花。天堑变通途，在雪域高
原上慢慢成为现实。当“五岛连桥精神”遇
见“西藏精神”，雪域高原上燃起的希望之
火，生生不息。

“援藏也将近 3 年多了，特别想念家

乡。”唐建松说道，远在他乡，远方的游子，
每一次短暂的探亲假回家的时候，都感受
到洞头的发展变化，觉得非常的欣喜，在西
藏时常挂念着家乡的经济发展及建设。

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到来之际，唐建松
遥祝洞头越来越美好，洞头的人民过上幸
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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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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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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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侧

用海类型

交通运输

用海（港

口用海）

单元

港池1

港池2

码头

用海方式

港池、蓄水

等

港池、蓄水

等

透水构筑物

用海面积

0.4880公顷

1.0253公顷

0.6376公顷

拟用海

期限

40

创新惠农：

洞头打造全省首个
海上渔获物电商结算平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及相
关规定，拟对洞头区大门沙岙综合交通码头工程海域使用权申请进行公示，公
示期20日(2019年9月26日起)。如对本公示有异议或申请听证的，请在公示
期内向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或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洞头分局书面提出。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118号
电话:0571-88877514 邮编:310007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洞头分局地址: 温州市洞头区行政服务中心
电话:0577-63360218 邮编:325700
特此公示

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洞头分局
2019年9月26日

洞头区大门沙岙综合交通码头工程海域使用权申请公示

援藏干部唐建松：

高原筑梦 书写无悔人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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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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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

援藏干部唐建松

作词：陈晓光
作曲：施光南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
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嘿
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
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西村纺花那个东港撒网
北疆哟播种南国打场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嘿
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劳动
为她打扮为她梳妆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哟弹琴姑娘歌唱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嘿
我们世世代代
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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