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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源“聚宝盆”里的秘密
——访优秀企业家温州金源新材料董事长黄日新

全国医共体建设培训会推介洞头经验全国医共体建设培训会推介洞头经验

““两慢病两慢病””基层首诊改革成效初显基层首诊改革成效初显
“金牛奖”评选启动

洞头区村支书林振平提名

本报讯 （记者 陈莉莉） 11月20日，2019年度浙
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正式启动。组委会现
场宣布了 20人“金牛奖”提名候选人名单。洞头区东
屏街道东岙村党支部书记林振平就是其中之一。

林振平是 1984年到东岙村村两委工作的，现在
已经在村里工作了 35个年头。他面色黝黑、身材瘦
弱，但是做事雷厉风行，一谈到工作就会激情高涨。
不知道内情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于 2000年罹
患鼻窦癌，而且一直在与疾病抗争。他认为自己人生
最大的幸福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和村干部、村民
们一起实践这幸福宣言。

据介绍，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
动由浙江广电集团联合浙江省委、省政府各有关部门
和全省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从 2006年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13届，今年是第14届了。该活动以“表彰带
头人、动员全社会、聚力乡村振兴”为主旨，着力展
示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创业创新精神。除了网络投
票，“金牛奖”组委会还组织了流动票箱，下周起到
全省各位候选人所在地进行巡回投票，并将在 20名
候选人中，最终评选出10位最优秀的带头人。

发起反家暴倡议
区第十四个反家暴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苏煜晗） 11月26日，洞头区第
四届家庭文化节成果展暨第十四个反家庭暴力周活动
在区实验小学启动。

启动仪式上，观看了第四届家庭文化节成果展宣
传片，发布了最美家庭公益服务项目，为亲子家庭读
书会授牌，并发起了反家暴倡议。同时，活动中还为洞
头区各街道(乡镇)的最美平安妈妈志愿者颁发证书，
为“海上花园、幸福万家”家庭建设行动队授旗。

启动仪式后，还开展了反家庭暴力辅导法律讲
座，向大家传达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去抵抗家庭暴
力，保障自身的权益。

景区门票进民宿
线上线下一体化提升旅游体验

本报讯（通讯员 叶欣婷）“请问我去景区怎么买
票？”“哪里可以买到洞头特产？”“洞头哪里好玩你给
我推荐下吧！”这些问题困扰着每个来洞头的游客。
以往民宿业主都要花费好一会时间才能把洞头旅游大
致给游客介绍清楚，而现在，扫描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立牌就能全方位掌握资讯。

近日，洞头区开展了“景区门票、特色商品进民
宿”活动，首批共印制 80份二维码立牌投放到全区
部分民宿内。二维码立牌有正反两面，共印制3个二
维码，分别是“景区门票购买二维码”“洞头特产购
买二维码”以及“百岛旅游公众号二维码”。同时在
全区各大景区内布置特色商品展示柜，对百岛特产购
买平台上的商品进行同步更新。今后，游客可以在住
宿的民宿内，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提前购买景区门
票，随时购买洞头特产，全面了解百岛洞头吃住行游
购娱等资讯。

下一步，洞头区文广旅体局计划在全区所有酒
店、民宿、重点旅游场所内实现二维码立牌全覆盖，
依托洞头智慧旅游平台，拓宽景区门票、特色商品的
售卖途径，发挥“线上+线下”旅游新零售服务优
势。开发景区联票新产品，不断丰富洞头旅游产品体
系，拉动民宿与景区之间的联动，提升洞头旅游配套
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洞头旅游资讯查询服
务，进一步提升公共旅游服务水平，让更多游客在洞
头收获优质的出游体验。

全国“心梗救治日”
及时拨打120 紧抓救治时间

本报讯（记者 余佩遥 张竟文） 11月 20日是全
国“心梗救治日”。心梗是一种突然发生、死亡率很高
的疾病，救治“刻不容缓”，早一分钟到医院，便多一份
生还的希望。医生提醒，有胸痛要立即拨打120，心梗
救治争取黄金120分钟。

据介绍，急性心梗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缺血缺
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常危及生命。其症状包括胸闷、
压榨性胸痛、喘不上气、出汗，症状一般超过15分钟。

区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医师黄书攀表示，急性心
梗最多见的是肥胖、高血压、少运动，饮食重口味、精神
性压力大、经常熬夜的人群。

“出现急性心梗前兆时，要及时拨打 120急救电
话。”医师黄书攀告诉记者，急性心梗一旦发生，心脏的
血液供应就会突然停止，这时就得及时通过放支架或
者溶栓疏通堵塞的冠状动脉，让心脏重新获得血液供
应。开通血管的理想时间是发病后 120分钟内，每拖
延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
心肌细胞死去。

此外，黄书攀医师表
示，若在家中突然出现大
汗淋漓胸痛呼吸困难，或
者脸色苍白倒地情况，必
须立刻拨打 120，不要自
行前往医院，否则猝死风
险很高。另外要保持家中
通风，平躺在床上或者地
上，等待救护车。此外，可
服用速效救心丸，或氧疗
机的话可以吸吸氧，等待
救护车到来。

记者 余佩遥 方馨

27年前的金源还是一家资产为负甚
至巨额亏损的企业。黄日新在那时被调来
主持工作。因为喜欢挑战，不惧怕眼前的
艰辛，黄日新以厂为家，搞技术、求创
新、谋发展。在他的带领下，温州金源新
材料有限公司从原本的负资产发展壮大为
如今年产值2.6亿元的大企业。

专注于人 关爱员工

“企业要想发展的好，关键还是在
‘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打造‘活力和
谐’的良性经营环境。”黄日新说，企业文化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此他积极探
索、培育独具特色的“金源文化”。企业创
建“职工之家”、图书室，创办企业刊物《金
源快讯》；同时，利用节假日开展企业文化
节活动，活跃职工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

“第一次认识金源，是作为员工家属

参加2015年的国庆晚会。”员工杨冰艳向
记者说道，整场晚会都是金源人自导自演
的，金源的企业文化深深感染到了她，这
是一家凝聚力很强的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
黄日新坚持创新发展成果共享，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发展原则。提高福利待遇，金
源员工每年提薪达15%以上。除“五险一
金”外，黄日新还额外给员工增设了煤气
补贴、年休假、生日慰问、生病看望、困
难补助、健康检查等制度福利。不仅如
此，还为外地员工报销春节回家往返的路
费；公司员工，每人每月发放米、食用油

等生活必需品；出台倾斜一线员工的中班
补贴、夜班补贴、化工补贴等制度。公司还
成立爱心互助基金会；为企业服务两年以
上的员工父母(公婆、岳父母)每月发放200
元的“孝工资”。

2013年起还增加物价补贴，把企业新
增效益的 5-8%通过月度奖金形式反哺给
员工，把奖金和安全生产、环保达标操作相
结合，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和环保达标操作
工作。

在黄日新的带领下，金源的发展蒸蒸
日上。但黄日新表示，企业有今天的发展
离不开社会支持。据统计，在 2007 年至
2019年期间，企业各项捐赠累计达 700多
万元。

专注事业 反哺社会

优秀企业家黄日新带领企业发展壮
大，他关爱员工创造幸福，他反哺社会无私
回报。“企业要有益于员工还要回馈于社
会。”对于未来黄日新这样描绘。今后，金
源将在实体经济的具体项目上面做一些

“村企共建”的精准扶贫的努力。
从无到有，金源发展到如今，历经 27

个酷暑和寒冬。黄日新总觉得像抚养一个
孩子一般，看到一个新生的企业从嗷嗷待
哺到长大成人，他的心里割舍不掉的感情，
尤其强烈。“假如能给我时间和身体的许

可，我还会继续为企业出力，还能做得更
好。”年过七旬的黄日新，步入老年，本应安
享晚年退休时光的他，却发出不甘的感叹。

眼下，黄日新想再用一到两年的时间，
做好小门岛上的化工事业。洞头区政府把
金源安排到了小门岛。搬迁，不能是简单
机械的搬迁，而是要发展的搬迁。下一步，
黄日新想做一个五个亿的计划。希望经过
两三年的筹划，计划能够在他的手中落地。
水产海洋效应也是他在研究的新课题。

据悉，黄日新曾多次获得县级、市级、
省级优秀共产党员、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
等许多荣誉称号。在他的带领下，金源先
后被评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劳
动关系和谐企业、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浙江省“十
五”技术改造优秀企业、浙江省外商投资先
进技术企业、温州市活力和谐企业创建先
进单位等荣誉。

本报讯（记者蔡奕群 李广华）近
日，鹿西乡白龙屿生态海洋牧场大黄鱼
主养区全面投产。记者了解到，此次投
放的鱼苗总共50万尾，预计在明年4月
份到5月份上市。

在鹿西白龙屿西堤，满载着大黄鱼

鱼苗的渔船乘着风浪，逐渐靠岸，经过
一番准备工作，投放鱼苗的临时桥架已
经搭建好，渔民们熟练地将鱼苗放入临
时桥架，一尾尾鱼苗如离弦的箭般，争
先恐后地游向生态海洋牧场大黄鱼主
养区内。

白龙屿生态海洋牧场采用
的是栅栏式堤坝圈养的模式，
由于水的通透性强、养殖区域
水体大，且具有养殖密度低、
无底网、天然饵料丰富等优
势，有效减少甚至不投养殖饵
料，使海洋生态环境和海岛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据悉，该养殖模式，既是传统深水
网箱养殖的升级和拓展，更是实现养殖
模式从“资源掠夺型”向“耕海牧渔型”
转变的有效方式，是现代海水养殖模式
的有力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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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纪丽玲 陈相俊）近日，
洞头区科学技术协会联合浙江省磐安县中药
材种苗站，到大门镇沙枫港村、石浦村开展浙
贝母品种的实地种植，助力大门镇农业产业发
展。

据悉，浙贝母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功能主
治清热化痰、散结解毒、治风热咳嗽、疮疡肿毒
等。此次实地种植浙贝母种子共 2万 4千斤，
试种植在沙枫港村和石浦村，涉及土地共约40
亩。

工作人员现场为村民指导种植方式并实
地操作，讲解化肥和除虫药的用量，帮助减少
重复用药、不规范用药等情况，保证浙贝母的
品质。

今年 5月，应沙枫港村、东浪村等种植户
的需求，洞头区科协牵线联系了浙江省磐安县
中药材种苗站，并在大门镇举办浙贝母中药材
种植培训班，对农民开展技术指导，为此次试
中提供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深化“三服务”，今年洞头区科协
从联系对接专家，挖掘内在资源，到深化专家
技术指导，正大力推广以“科协主导、专家指导、
两委组织、村民参与”的“枫树坑模式”，并向全
区有条件的村居推广，以此推进乡村农业产业
的发展，实现以产业发展助力海岛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胡程远 苏煜晗 通讯
员 王艺） 近日，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培训会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洞头区作为
浙江唯一县（市、区）代表，就医共体模
式下“两慢病”基层首诊改革试点工作作
经验交流。

近年来，通过整合区、乡、村三级医
疗资源，慢性病基层首诊防治体系在海岛
洞头得以实现，洞头区基层医护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今年，洞头区基层门诊人次较
去年同比增加9.5%，“两慢病”签约人数
同比增加15%。

今年 10月，洞头区还获批成为浙江
省县域医共体模式下高血压、糖尿病“两
慢病”基层首诊改革唯一试点区。

洞头区元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陈威医生，在对洞头区“两慢病”基层调
查资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对辖区内病患
的年龄分布、用药情况、靶器官损害情况
等关键指标还逐一做标记，并通过电脑与
区人民医院结对医生交流。

陈威介绍，基层首诊改革既能通过公
共卫生开具的辖区大处方实现健康关口前
移，又能推进全区医疗资源合理优化，让

辖区“两慢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良好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洞头区以区、乡、村三级区
域医共体为基础，以区人民医院医护力量
为主体，探索打造医共体公共卫生指导服
务团队，逐步取消区级医院“两慢病”日
常门诊，取而代之的是区级医院稳定结对
支援乡镇卫生院，医疗专家定期“下沉”
问诊，医护团队为辖区百姓提供家庭签约
等健康管理服务。

目前，洞头区组建了 18 支由区、
乡、村三级全科医师、专科医师、专

科护师组成的“两慢病”医护团队，
涉及医务人员 108 人，通过为患者开展
个性化服务，有效推进医疗资源下沉
工作。

此外，为了让患者在“两慢病”基
层首诊制度建设中获得实惠，洞头区还
建立区域医保联动机制，将城乡居民慢
病基层门诊报销比例从 50% 提高到
60%。同时，将五种高血压国产药和两
种糖尿病国产药纳入特殊慢病用药支付
范围，基层就诊免费供给，相关费用纳
入医共体总额结算。

编者按

近年来，洞头区企业不断壮大
发展，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力量。伴随着企业的发展，一
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
速成长，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
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蹲点在一线”专栏本期
推出洞头区优秀企业家黄日新的
创业故事。

编后

黄日新，以自己的创业经历和无私
回报社会的情怀，赢得了社会的好评和
赞誉。我们为优秀的企业家——黄日新
点赞；同时，还有更多的百岛企业家在不
断加快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正在为

“海上花园”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温馨提醒：
最近气温波动

较大，很容易诱发心
脑血管疾病。建议
市民平时在饮食上，
可以多吃一些纤维
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少量多餐，避免过
饱，同时要戒烟限
酒，保持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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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翻看浙贝母种子。

投放黄鱼苗。

办公中的黄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