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缪小霞陈素祯 美编：瓯龙 组版：剑敏 电话:0577-59389892 邮箱：dfssdtk@163.com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4

本报讯（通讯员 沈莎丽）一刻钟能
做些什么？说一件事、炒一道菜、读一个
小故事、画一幅素描、做一个游戏……在
元觉街道，这里的驻村干部们利用一个个

“一刻钟”，巧解了一项项民生小事。
上午8点30分，驻村干部叶林林准时

来到了他所联系的状元村。刚到村民中
心，他就查看起了周边环境卫生状况和村
两栏公示情况，确认环境是否干净整洁、
两栏公示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指针指向8
点 45分，他走进村干部办公室，跟他们聊
起了村里建百姓舞台的事儿，一起商讨前
期筹备事宜。9点钟，他起身巡查了村里
的 2处宗教场所。9点 15分，他来到老党
员陈帮书家：“小叶啊，我们村里老人多，
很多都是独居的，吃饭难的问题你要帮忙
呼吁考虑解决啊！”一刻钟的时间里，他们
拉家常、聊发展、谈困难，最后他带着老陈
反映的“村里老人就餐难”的问题离开了
他家，并允诺他本周内给予答复。

此刻的深门村，驻村干部陈威娜来到
村民唐小元家。“外深门上方道路渔具乱
堆放，影响村容村貌，也影响村民出行。”
对于唐小元所反映的问题，陈威娜一一做
好记录。一刻钟后，陈威娜与村主职干部
在会议室面对面交谈，详细了解上周村民

所反映的“栏杆破损造成安全隐患”“通往
沙岗村道路两旁杂草清理”等民生小事的
办理情况，并就村民中心修建事宜进行讨
论。

“以前下村，有时候到村里看一看，跟
村干部聊一聊。现在有了‘一刻钟’工作
法，让我们更明确自己的任务，下村也更

有效率了。”陈威娜说道。
根据“一刻钟”工作法要求，驻村干部

下村后，要利用4个一刻钟时间，按照“查、
谈、看、访”四步法，在村里巡上一回，全方
位了解村级情况。“我们通过量化驻村干
部工作时间，进一步优化驻村干部工作内
容，让干部‘驻村’更‘助村’。”该街道党工

委委员介绍道。
据了解，自10月份推行“一刻钟”工作

法以来，元觉街道 7名驻村干部每周平均
下村12刻钟，共收集、化解“状元南片工程
建设噪音”“和港家园外墙问题”“村民门
口私拉电线存在安全隐患”等民生小事42
件，群众满意率100%。

为进一步深入贯彻全国“家家幸福
安康工程”和省市妇联关于家庭建设
行动，洞头区妇联组建“最美家庭”双
联盟——即最美家庭联盟和礼遇最美
家庭联盟，通过联盟形式开展最美家庭
反哺社会的公益服务和为各级“最美家
庭”提供礼遇服务，使“有德者更有得”

“家家争创最美”“户户践行最美”的家
庭文明建设在百岛大地蔚然成风。

据悉，今年 4月份，区妇联以“家国
70年·洞头好家庭”寻找为主题，深入推
进“最美家庭”寻找活动。活动通过组
建好家庭好家风宣讲团，广泛开展宣讲
会、分享会等，讲最美故事、亮最美家

风，弘扬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今年以
来，已寻找到包括和谐、优教、勤廉、平
安、爱心、创业、见义勇为等类型的区级

“最美家庭”18户，市级“最美家庭”4户，
省级“最美家庭”2户。

目前，区妇联已联合 32家商家、企
事业单位倾情推出“最美家庭”礼遇包，

为已获评“最美家庭”的家庭成员提供
医疗、生活、旅游、出行等优先优惠服
务，并发布最美家庭联盟 10 项服务清
单。

欢迎有意向加入最美家庭双联盟的单
位和 家 庭来电咨询 。联系 电话 ：
0577-59388952。

洞头开启“最美家庭”双联盟双服务模式

让“幸福驻万家”

驻村工作“一刻钟” 服务民生解难题

长三角国际休闲博览会考察团

来洞头考察改革试点成果

本报讯（记者 陈滨献 苏友凡） 11月23日上午，
温州体博会暨第十届中国长三角国际休闲博览会考察
团一行来洞头考察改革试点成果。

考察团先后来到洞头望海楼、半屏山景区临海栈
道、韭菜岙沙滩等地考察，听取洞头城市规划和韵动海
湾健康小镇建设情况介绍，并详细了解洞头住宿接待、
设施配备、周边环境情况等。

洞头有着得天独厚的海岛旅游资源和体育资源，
目前已规划的国际铁三运动小镇将以半屏岛为核心，
涵盖6个村，规划面积5.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平方公
里。小镇将坚持体旅融合，以承办国际铁三赛事为重
点，延伸产业链，把小镇打造成为集海上运动、海鱼文
创、海洋旅游为一体的休闲运动小镇。特别是目前已
修复竣工的浙南沿海最大人工沙滩蓝色海湾半屏韭菜
岙沙滩非常适合开展沙滩体育项目。

考察团表示，洞头海岛旅游资源和体育资源优越，具
有打造国际知名海岛运动休闲小镇的潜力，未来可期。

无人岛旅游大开发电力先行
本报讯（通讯员 黄昭团 朱晓敏 侯杨洋）“北沙

J811线竹屿海水淡化箱变冷备改运行操作已完成，台
区电已送出……”日前，在大竹峙岛施工现场，随着区
供电公司海霞供电所电力施工人员向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做终结工作，标志着大竹屿岛上供电系统建设工程
3台变压器新增安装工作已全部完成并正式通电。

据了解，2014年，洞头大竹峙岛保护与开发利用
示范项目被国家财政部批准为中央海域使用金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包括八个子项目，海岛供电系统建设工
程项目就在其中，工程包括新建下海前10千伏架空线
路 1.561千米、海底电缆 5.4千米、陆地电缆 210米、岛
上高压电缆1438米、1台高压分接箱、3台变压器、1台
发电机等附属设施。

为尽快将10千伏电源引入大竹峙岛，满足岛上旅
游开发临时施工用电需求和工人生活用电所需，该公
司专门安排客户经理全程跟踪，“零跑趟”主动上门服
务，及时收取受理资料，电力工程技术人员深入岛上和
周边海域进行实地勘查，最终确定了最佳施工方案。

在施工过程中，电力施工人员克服交通不便，恪守
“精益求精”的原则，始终将质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每
天坚持 10多个小时的排杆、立杆、拉线、电缆敷设、安
装变压器，在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下，圆满完成了变压
器、配电箱和装表接电等施工任务，并及时组织验收与
送电，为满足大竹屿岛上旅游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用电需求奠定了基础。

元觉片引供水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讯（通讯员 叶明耀）11月25日，由区城发公
司负责承建的元觉片引供水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

当天，项目五方主体及区相关部门代表认真听取
各参建单位的竣工验收报告及质量评估报告、现场勘
察工程实体、审阅工程资料和相关文件后，一致认为施
工单位按照合同及设计文件要求完成所有施工内容，
工程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同意通过竣工验收，质量
评定为合格。

据悉，元觉片引供水工程于 2018年 11月 30日开
工建设，合同工期 10个月，总投资概算 4535.54万元。
工程管线总长 4300 米，其中海域段 3125 米，陆域段
1175米。该工程从南岸的洞头加压泵站开始，途经洞
头峡大桥西侧海中湖，到北岸的状元南片围垦区。

元觉片引供水工程的建成将进一步加快状元南片
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是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实现城市
水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对促进状元南片开发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更好地解决了元觉街道群众生活
用水问题，是提供元觉片用水保障的重要民生工程。

重型罐车路口未减速
击飞面包车 惊险!

本报讯（通讯员 张翔） 11月 25日中午 12时 19
分许，宋某驾驶一辆重型罐式货车途经 330国道与雁
鸣路交叉路口时，与前方等待红绿灯通行的一辆面包
车发生尾撞，面包车在冲击力的作用下被击飞2米，撞
到了路侧的钢制护栏上，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的交
通事故。

据重型罐式货车宋某讲述，事发前路口信号灯还
是绿灯状态，根据以往经验，以他当时的驾车速度应该
能抢在信号灯变红前通过路口。于是在进入路口前他
并没有减速慢行，却没料到车辆前方面包车在绿灯最
后几秒刹车并停车等待，结果当他发现前方面包车停
车等待时，因为刹车距离太短，未能及时刹住车，导致
罐车直接撞上了前方面包车的尾部，将面包车撞飞，酿
成事故。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在交叉路口大多
数交通事故都是“抢”出来的。因此，驾驶员一定要注
意，不论路口有没有红绿灯，都要减速慢行，做到不抢
行、不快行，确保行车安全。

停电公告
定于 2019-12-3 7:30 至 17:30，杨文 J817 线杨文

三期货运码头施工变用户停电。
定于 2019-12-3 8:30 至 12:00，洞东 J814 线东岙

顶环村变A路低压用户停电。
定于 2019-12-3 8:30 至 14:30，石浦 J823 线南潭

变、大门沙岙隧道1#施工变、大门沙岙隧道2#施工变、
大门沙岙隧道 3#施工变、大门沙岙隧道 4#施工变、沙
岙变、沙岙石料厂变、沙岙隧道施工变、南坪花岗岩变、
底蓝田变、光明花岗岩变用户停电。

定于 2019-12-4 8:30 至 14:30，浪潭 J824 线潭头
变、山背变、潭头码头吊机变、潭头水闸施工变用户停
电。

定于 2019-12-4 8:30 至 12:00，南塘 J812 线西沟
2#变A路低压用户停电。

定于 2019-12-5 8:30 至 12:00，屏东 J614 线田后
变A路低压用户停电。

定于 2019-12-6 8:30 至 17:30，振兴 J826 线常青
变用户停电。

温州市洞头区供电公司
2019年11月28日

序号
1
2
3

4

服务机构名称
巾帼民宿妇联联盟
洞头旅发公司
洞头时代影院

洞头区妇联

礼遇项目
19家巾帼民宿5折，节假日7.5折（2次/户/年）
全区景区免费游1次/户/年（包括节假日）

免费观影1次/年（2张/户）

美丽课堂优先报名为符合要求的家庭对象提
供免费就业培训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商家名称

荷忆花居

浪花谷

37度灰

半屏人家

木子里

山海景院

思享家

码头6号
优雅苑民宿

近海人家

汐沫听海海景民宿

一帘海天民宿

桥头壹号

驴先生的家

良家小筑

邻海阁

渔郎之家

东方溢雪民宿

福鑫民宿

经营地址
东屏街道蓝港社区渔岙巷32弄7号
东屏街道屏山中路32号
东屏街道屏山中路212号
东屏街道屏山东路48号
鹿西乡海景街147-149号
北岙街道三盘擂网岙村擂门路6号
东屏街道仙岩路201号
东屏街道屏山东路50号
东屏街道东岙顶仙岩东路43弄32号
东屏街道仙岩路332号
北岙街道沿港大道50号-1
东屏街道屏山中路30-1号
东屏街道蓝港社区渔岙巷32弄10号
东屏街道屏山东路80一1号
东屏街道屏山东路80号
东屏街道仙岩路405号
东屏街道屏山东路80一1号
东屏街道仙岩路240弄13号
东屏街道仙岩东路96号

联系电话

13732030264
13858826077
13858826077
15088571575
13968907388
15858869308
18858723020
13867750366
13616829544
13858834680
15868598986
13777754776
15158621180
13606874525
13858820347
13606873790
13858827285
15158555825
1385883225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商家名称
金海岸
开元
度假村

溢香国际
大酒店

洞头渔宴
海鲜坊

尔玉茶庄

初崎日料
捷足先登
集成店

昊天公馆
足浴店

原野花屋

经营地址

洞头区三盘岛沿
港大道288号

北岙街道溢香路
88号

北岙街道小朴村
白马宫边上
北岙街道警池巷
6弄2号（老北岙
派出所旁
霞晖大道286号
北岙街道中兴路
18号
北岙街道新城区
广场路138-144
号
北岙街道镇前街
2号1楼

礼遇内容
岛景标间套餐（含自行车体验、陶艺工坊、儿童乐园、双人晚
餐）原价2776元/套，活动价710元/套，4月-6月和10月周
末加价200元；节假日及节假日前一天不可使用。

1.消费餐饮部菜品8.8折优惠（香烟、酒水除外）；
2.客房可享豪华标间288元／天，商务标间328元／天；
3.百岁我家酸菜鱼，中餐6.6折、晚餐7.8折（只限鱼），并送百
岁奶豆腐一份（一年不超过两次，节假日除外）。

全场8折，酒水平价（一年不超过两次，节假日除外）。

全场8折

全场9.5折

赠送价值五百元会员充值卡1张，当日消费享受八折优惠。

8折，次数不限。

1.所有成品7.8折（还价后不打折）；
2.所有单品8.8折（节假日除外）。

备注： 1.上述礼遇项目限历年全国、省、市级最美家庭和2019年区级最美家庭享受；
2.最美家庭户主凭身份证于12月15日前至区妇联办公室领取最美家庭礼遇卡。地址：洞头区北岙街道新城商厦四楼。

【巾帼民宿联盟】 【个民协妇委会】

序号
5
6
7
8

服务机构名称
温州交运集团洞头分公司

洞头区人民医院
中国建设银行洞头支行

个民协妇委会

礼遇项目
免费领取价值100元公交卡（1张/户）
女性乳腺钼靶体检项目（1人/户）

银行VIP待遇
8家商户餐饮、服装、住宿等优惠（2次/户/年）

二、礼遇最美家庭联盟单位

一、最美家庭礼遇包

三、洞头区最美家庭联盟服务项目清单

驻村干部陈威娜（右一）与村民交流、收集民生小事。驻村干部叶林林（右一）与党员陈帮书交流。

序号
1
2
3
4
5

家庭名称
张志微家庭
王 卫家庭
谢炳希家庭
林加帅家庭
方国防家庭

服务项目
儿童关爱团辅
上门电器维修
上门政策宣传

“爱一起·亲子公益帮”家庭社会责任培育项目
方家茶分享（茶艺）

级别
国家级
省级
省级
市级
市级

序号
6
7
8
9
10

家庭名称
林永新家庭
吴双凤家庭
颜小睿家庭
肖海东家庭
甘艳艳家庭

服务项目
移风易俗宣讲

“朝花夕拾”多肉盆栽培植课程体验
篮球兴趣培养课程
生态农场体验
健康义诊、法律咨询

级别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区级

【城 】事

材料由区妇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