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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通讯员 赵婧 叶佳溶

“滴”！温州市医保洞头分局窗口工
作人员倪文超的手机里收到了鹿西乡渔
民老黄发过来的一张出院记录。

“报销材料已经齐全了，接下来会进
入正常的报销流程。”倪文超马上回信。

“太好了，现在你们办事真方便！谢
谢你啊小兄弟，我明天把家里晒的水潺干
带给你尝尝。”

看到老黄的回复，倪文超婉言谢绝
了。

这样的场景在医保洞头分局几乎每
天都在上演。在窗口全体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医保服务窗口已连续 4个月被区行
政服务中心评为红旗窗口。

通过“微督查”“微举措”“微基地”三
项举措，今年来医保洞头分局党委全面履
行主体责任，扎实推进清廉机关建设。

清廉机关建设不能有“真空带”。医保
洞头分局以“微督查”为抓手，联合区纪委
区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开展效能专项
检查，建立干部廉政综合分析报告制度，为
干部职工逐一绘制“廉政画像”。同时，逐
步完善“周巡月督”制度，领导成员在日常
巡视相关科室和服务窗口的基础上，抽查
服务效能和在岗情况，通报并限期整改发
现的问题，层层压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
截至 11 月份，共巡查 33 次、正风肃纪 11
次，提醒谈话16人次，通报批评2人。

在推进清廉机关建设的过程中，医保
洞头分局出台系列“微举措”，提高参保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如：率全市之先全面
推广电子医保卡，在全区所有定点药店取
消纸质证历本，参保人员只要带上手机，
绑定电子社保卡，即可在区医保定点药店
实现无卡无现金就医、配药、结算，让海岛
群众就医购药更加便捷。同时，建立健全
智慧连线服务体系，强化数据应用和部门
协作，及时解决群众零星报销不便、实时
监管不到位等难点、堵点的问题，让“信息
多走路，让群众少跑路”。对于长期居住
异地参保人员，实施容缺受理、快递寄送
等便民措施。截至目前，帮助4977名异地
参保人员，医保报销2119.4万元。

自机构正式挂牌后的第一天起，医保
洞头分局就将党风廉政建设作为机关建设
的第一要务来抓，整合资源打造廉政微基

地。开设“清廉茶话室”，定期组织开展“清
风微党课”“青廉读书会”“廉政大谈心”等
活动。利用走廊、过道等区域精心打造以

“勤廉楷模”等为主题的廉政文化墙和电子
墙，定期滚动播放鲜明生动的警示教育视
频，时刻提醒着全局干部职工筑牢思想防
线，为清廉医保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清廉医保’的创建，增进了基层群
众对医保工作的认可和信赖?。”洞头区纪
委区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说
道，医保洞头分局还推出创建“快乐医保
人”作风品牌，把清廉思想与业务融合，推
进机关作风持续向好。

本报讯（记者 蔡奕群 王丛文） 11
月25日下午，区委常委会暨办不了质询会
召开，专题对“9+4+8”专项整治事项及区
委区政府重要决策事项进行质询，会诊重
点、难点事项。王蛟虎、林霞、叶国胜、汪
慧平、吴志安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
议，市委第二巡回指导组副组长李作航出
席会议。会议还特邀“两代表一委员”和
村居代表等列席。

本次会议共分三场进行，第一场为
质询“9+4+8”专项整治事项，被质询单
位区住建局就全区多个小区未成立业
主委员会、物业公司规模小、专业人员
少、履职不到位等问题进行汇报；北岙
街道就大朴村花园村庄建设工程款拖
欠涉及的信访问题进行汇报；城发公司
就物业小区消防安全隐患整改问题进
行汇报。

王蛟虎指出，物业小区管理问题
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要强化物
业公司监管，管理法则要有依据，执行
到位；要充分发挥小区党组织、党员、
机关优秀干部、乡贤能人的作用，调动
和发挥好居委会的根本性作用，做好

基层组织建设，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和
幸福感。

第二场质询内容为区委区政府的重

要决策事项执行情况，城发公司就花园里
城市书房停车场、相思岙边坡治理等相关
问题进行汇报，旅发公司就韭菜岙沙滩经

营管理权相关问题进行汇报，自然资源与
规划分局就大门镇沙岙及美岙隧道沙岙
侧开挖石料问题进行汇报，综合执法局就
城区燃气站、新城污水管网修复问题进行
汇报。

第三场会诊办不了事项，被质询单位
东屏街道就岙仔村联建房债权相关事宜
进行汇报，文广旅体局就航空主题风情岛
项目相关事宜进行汇报。

王蛟虎指出，本次质询会是洞头在开
展主题教育期间的一次责任落实和问题
解决会。召开质询会的最终目的是真正
解决问题、提升工作水平。质询时要剖析
根源，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快马加鞭的
士气和敢于担当的锐气。针对被质询的
问题，相关单位要进行深刻反思，并纳入
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的对照检查，提出整
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攻坚要攻到点上，
确保落地见效。

关于会诊的办不了事项，王蛟虎表
示，会议已经对项目逐一进行分析，提出
了整改建议，责任单位要负责落实，明确
作战图、时间表、责任人，要每周汇报进
度，确保项目快速推进。

本报讯（记者 陈宣锟 胡程远） 11
月25日晚，洞头区第六届运动会在区文
体中心篮球馆举行开幕式。王蛟虎、林
霞、叶国胜、吴志安等区领导出席开幕
式。温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卢峰应邀出席
开幕式。

开幕式上，在参加本次运动会开幕
式的运动员代表依次有序入场后，区委
副书记、区长林霞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运
动会的顺利开幕表示了祝贺。

林霞表示，近年来，洞头区坚持把体
育事业作为推进健康洞头发展、生命科
学岛建设等工作的重要举措和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坚持大手笔投入
体育基础设施，积极打造品牌赛事活动，
实现了竞技赛事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同步
发展，让体育与旅游、大健康产业发展等
方面深度融合。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发
扬“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进一
步带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开创洞头体
育发展的新局面。

卢峰在致辞时表示，希望洞头在今
后的体育事业发展中，坚持以增强人民
体质、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体
育在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
的协调发展。

区委书记王蛟虎在开幕式上，宣布
了洞头区第六届运动会的正式开幕。

据了解，此次运动会从今年4月份开
始，一直持续到年底，有效推动了体育健
身运动的常态化开展，丰富了全区人民
的日常文体生活。目前，经过了大半年
的筹划、组织和实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已全部完成，并提前完成了部分预定赛
事。

今年的参赛单位，主要分为成年部
和青少年部两个部分开展竞技。其中，

成年部分为街道(乡镇)组和系统组，由
全区各街道(乡镇)、各系统组成代表团
参加；青少年部分为高中组、初中组和小
学组，由各学校组队参加。运动会竞赛
项目中，成年部设立了田径、篮球、中国
象棋、围棋、乒乓球、羽毛球、足球、广播
体操等共 8项内容；青少年部则包括了
田径、篮球、羽毛球、乒乓球、阳光体育、
足球和游泳等7项比赛。

开幕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和现场观
众还一起观看了文体展演。健身排舞、
乒乓球操、跆拳道表演、集体双人瑜伽
等精彩的展演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

三助三红三服务

谋划旅游做好对台文章

本报讯（记者 夏秀女 黄国豪） 11月26日上午，
区委副书记、区长林霞在东屏街道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暨“三助三红”“三服务”调研时指出，要分析利
用发展优势，充分做好旅游、对台文章，通盘考虑，整体
谋划，推动街道发展再上新台阶。

林霞先后来到寮顶、后坑、东岙、东岙顶等村，调研
指导、化解难题，与街道村干部共谋发展之路。调研
中，林霞听取了东屏街道2020年重点建设项目谋划等
情况汇报。据介绍，该街道着力将美丽乡村建设与全
域旅游工作有机结合，加快推进渔港经济、城乡发展、
旅游发展等，全力将东屏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蓝
色海湾示范区。

林霞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东屏街道各项工作。她
指出，东屏拥有良好的景区、民俗+文化、渔港、主题
岛、羊栖菜养殖等各项优势，同时迎来了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特色小镇、浙江省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等平
台优势发展，要进一步分析发展优势所在进行谋篇布
局、整体谋划，同时梳理并加快项目集聚。

就下步工作，林霞指出，要重点谋划好旅游和对
台两篇文章。要注重节点培育，通过村庄联动发展
进一步整合资源，做好旅游+文章，切实打造旅游目
的地；在打造“网红村”的过程中，要考虑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既能壮大街道村级的集体经济发展，又
能富了老百姓的腰包。同时，要积极打开对台文章
思路，植入更多的台湾元素，吸引台胞青年在洞头
筑梦圆梦。

林霞强调，要聚焦大平台、重点项目、经济发展、基
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等方面，不断推进东屏发展。东
屏的干部团结有干劲，要继续保持这个态势。现场还
就“极致、格调、情怀、团队”等学习工作体会与东屏干
部共勉，寄语大家更好地推进各项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

听取民生实事进展汇报

本报讯（记者 胡程远 叶明天） 11月26日，区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政府关
于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通报、关于2019年民生实事项
目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海岛振兴示范带建设情况的
报告等事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国胜，副主任林海
珊、叶明理、张孚标、蔡国华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常务
副区长叶海峰列席会议。

据悉，2019年，区政府承办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
交办的代表建议共133件，由51个单位具体承办。目
前，所有代表建议均在规定时间内办结，办复率为
100%。其中，建议中所提问题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的
有82件。

2019年十大民生实事项目包括文化教育、医疗卫
生、养老服务、就业创业、交通出行等，涉及责任单位
12个，投入资金 7647万元。目前，已有 7项民生实事
提前完成。此外，文体惠民服务项目预计11月底完成
建设，120急救能力提升工程争取明年 2月完成建设，
保障性安居工程中的大门长沙一期（二标）建设任务，
因大小门投资公司建设项目投资意愿不强，预计年内
难以完成开工任务。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洞头区计划三年建成10条乡
村振兴示范带。其中，2018年已建成东屏两岸同心和
北岙古渔村 2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今年拟建成北岙渔
韵三盘、大门临港绿动、元觉浪漫港湾以及鹿西鸟渔花
乡 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2020年拟建成北岙红色海霞
风情港湾、大门蓝色乡愁、东屏滨海文旅、霓屿紫菜新
田园4条乡村振兴示范带。

“瓯越鲜风”品牌发布

洞头元素精彩亮相

本报讯（记者 余佩遥 陈鑫） 11月22日上午，温
州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瓯越鲜风”品牌发布会在
2019 浙江农业博览会上发布，这标志着“瓯越鲜风”
农产品品牌在走出温州，走向长三角的征程上迈出
了关键一步。洞头区两家企业——“温州星贝海藻食
品有限公司”和“浙江金海蕴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入选“瓯越鲜风”品牌，再次打响了洞头“两菜”知
名度。

本次发布会，遴选出了 21 家首批品牌授权使用
单位和 26 个首批“瓯越鲜风”品牌重点推荐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其中包括“温州星贝海藻食品有限公
司”和“浙江金海蕴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会
上，省、市有关领导对第一批“瓯越鲜风”使用单位
进行了授牌。

活动现场，洞头区与浙江东珍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完成“洞头鹿西岛生态围网养殖项目”签约，项目
的落地将为我市生态休闲农产品品质建设发挥重要
作用。

据悉，“瓯越鲜风”由市政府授权市农民合作经济
组织联合会持有，将把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作为

“瓯越鲜风”产品主要生产区域，谋划建设一批产业项
目，高标准建设一批“瓯越鲜风”生产基地。重点依托
温州市老供销连锁超市、在外温商和异地商会设立“瓯
越鲜风”专营店、专营柜，开设“瓯越鲜风”电子商务公
司，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构建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零
售模式，推出一批“瓯越鲜风”旅游伴手礼，打造“瓯越
鲜风”旅游产品，使之成为温州市民、各地游客喜爱的
伴手礼。

洞头区委常委会暨办不了质询会召开

聚焦“9+4+8”专项整治事项

洞头区第六届运动会开幕

助力全民健身持续发展

“三微”举措扎实推进清廉医保建设

被质询单位汇报情况。

【编后】全民
健身，不仅仅是一
句口号，关系着的
是我们所有人的
身体健康，让我们
一起运动起来，给
自己和家人一个
健健康康的体魄，
共同拥抱美好的
未来。

开幕式现场举行文体展演。

开幕式现场

清廉洞头

微督查
微举措
微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