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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晖在全市“拼干劲、勇担当、创新局”作风建设大会上强调

以非常之力转作风强作风正作风
确保实现两战都要赢全年高质量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
瀚）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提速的关键节点，3 月 25
日上午，乐清市委召开“拼干劲、勇担
当、创新局”
作风建设大会。市委书记方
晖强调，要以鲜明的考绩导向激励创先
争优，以更大的决心力度深化作风建
设，以过硬的担当作为促进工作落实，
确保实现
“两战都要赢”
、高质量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建兵主持会
议，胡成剑、潘云夫、吴松海等市四套班
子领导出席会议。
方晖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必须拔高站位、慎终如始，以非常决心
转作风。当前，
疫情防控的新形势、区域
竞争的新挑战、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政
治生态的新问题，都对作风建设提出了
更高更严更迫切的要求。我们要更加清
醒客观分析当前形势、坚定发展信心，
按 照 温 州“ 奋 战 1161、奋 进 2020”和
“三强两促”
专项活动要求，保持一声令

下、一干到底、一往无前的干事激情，
以
作风建设的新实践、新面貌、新成效，
为
冲刺一季度、力夺“半年红”、实现全年
高质量提供坚实的保障。
方晖强调，抓作风就是抓发展，必
须加压加力、奋战奋进，以非常举措强
作风。要把优良作风体现在奋勇争先
上，进一步坚定赶超信心、加快赶超步
伐、保持赶超姿态，
立足温州提高贡献、
站位全省争先进位、放眼全国多出亮
点，全力跑好
“接力赛”
、跑出加速度；
要
把优良作风体现在担当破难上，以善担
当破难的技术活、敢担当破难的精气
神、能担当破难的责任心，在急难险重
的大战大考、基层一线的破难攻坚中锤
炼作风；要把优良作风体现在改革创新
上，保持敢闯敢试的勇气，坚定先行先
试的决心，找准善谋善试的路径，在抢
抓政策窗口、抢占转型风口、抢夺目标
关口中竞得优势、赢得先机；要把优良
作风体现在营商环境上，营商环境是干
部作风最直观的折射，坚持以一流的服

务帮扶企业，以一流的环境招大引强，
作用，聚力工作落实，优化考绩导向，努
以一流的效率推动项目，通过评选“蜗
力考出档次差距、考出标兵后进、考出
牛项目”
“ 蜗牛工程”等倒逼项目提速、
干部作风；要发挥好正面教育反面警示
工作提效；
要把优良作风体现在为民情
的宣传作用，通过典型引路、负面曝光、
怀上，
越是在非常时期越要关心重视民
以案说法，进一步提振干部精气神、凝
生工作，及时回应民生热点、破解民生
聚干事正能量。
难点、打通民生堵点；要把优良作风体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徐建兵指
现在政治清朗上，坚守清正廉洁的从政
出，要在拔高站位中激扬士气、鼓足
底线，发扬民主团结的优良作风，秉持
干劲，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提振信
事业为上的鲜明导向，
通过建立健全惩
心决心，奋力冲刺一季度、力夺“半
防体系、举办比拼擂台赛、设立
“提振精
年红”；要在实干笃行中克难攻坚、彰
气神”干部培训班等举措，进一步引导
显担当，努力用我们的“辛苦指数”
广大干部守牢底线、担当作为。
换来乐清的“增长指数”和百姓的
方晖强调，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 “幸福指数”；要在大抓落实中推动发
必须以上率下、动真碰硬，以非常责任
展、开创新局，以最务实的作风、最
正作风。要发挥好领导干部以上率下的
有效的举措、最优质的服务，全力开创
示范作用，以“从我做起、向我看齐”的
乐清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自觉自信，凝聚全市上下“撸起袖子加
会上，印发了关于开展
“拼干劲、勇
油干”的强大合力；要发挥好作风建设
担当、创新局”作风建设活动的实施意
专项行动的领航作用，
以作风建设六大
见，表彰了 5 批优秀单位和群众满意科
行动为抓手，进一步掀起干事创业热
室、基层站所，5 家群众不满意科室、基
潮；要发挥好严督严考长效机制的倒逼
层站所代表作了表态发言。

安排专人接机 医学观察 14 天

乐清严把境外疫情输入
“关口”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梦梦
通讯员 陈旭拉
“CZ3763 航班，广州进港，鹿
城 1 人、瓯海 2 人、乐清 1 人，请以上
县 （市 、 区） 工 作 人 员 到 3 号 门 带
离。”3 月 24 日 13 时 56 分，温州永强
机场防控信息组更新信息。在接到机
场内部指令后，乐清市开发区童乐医
院护士长王彬彬便从医护人员临时集
合点快步赶往 T1 国际航班航站楼 3 号
门。
在航站楼内部，国际旅客到达机
场后，机场内部会实行严格筛查管
控，之后才将人员放行。经过一系列
筛查后，乐清籍留英学生小胡背着双
肩包、拖着拉杆箱经过特殊通道从 3
号门走出来。
王彬彬和另外两名乐清的工作人
员立即迎上去，查看小胡的身份证
号、联系方式、户籍地址等详细信息
并进行登记，待这一系列流程全部完
成后，小胡便坐上了乐清市归国侨胞
外宾接送专车返回乐清，开始为期 14
天的医学观察。
“之前接到从境外返回乐清的对
象中，来自意大利的人数最多，不过
近几天接到的大多是从西班牙、美
国、韩国等国回来的。”王彬彬说。
为防止境外疫情输入，乐清市卫
健局安排乐清开发区童乐医院、乐清
凤凰医院两家民营医院医护人员在温
州永强机场蹲点。
“ 六名医护人员分成
三组，两班倒守在机场，同时还配备了
两辆救护车、三辆接送大巴车，一直待
命中。”
市卫健局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正趋于缓

工作人员机场接机，
工作人员机场接机
，并登记信息
并登记信息。
。吴梦梦 摄
和，但是国外疫情形势比较严峻，应
对境外输入性病例时如何做到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成为乐清疫情防控工作
的又一次大考。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从市卫健局
获悉，为做好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乐清严格落实医学观察

措施，对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密切
接触者一律采取集中隔离 14 天的管控
措施；组织专家制定客运场站及交通
运 输 工 具 、 工 业 企 业 、 商 场 （超
市）、中小学校 （托幼机构）、办公场
所和公共场所等 13 个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为全市主要行业提供技术指导，

提高了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
同时，成立境外返乐人员服务管
理工作专班，这个专班细分为每日疫
情分析专班、核酸快速检测专班、流
调密接协查专班、心理咨询专班等多
个“小班”，为防止境外疫情输入乐
清“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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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一日捐”
今春再发力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瀚）昨天上
午，乐清市委市政府举行 2020 年“慈善一日捐”
活动启动仪式。方晖、徐建兵、胡成剑、潘云夫、
吴松海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各乡镇 （街
道）、市机关单位以及爱心人士等 500 余人参加并
纷纷献爱心，现场收到现金捐款 6.83 万元，正泰
集团、乐清农商行、高速公路湖雾岭隧道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各认捐 100 万元。截至发稿前，“慈善一
日捐”活动已募集善款 1806.83 万元。
去年，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 1.02 亿元，发
放救助帮扶资金 8240 万元, 直接受益达 16618 人
次。“慈善一日捐”作为乐清慈善的品牌活动之
一，已经连续开展了 15 年。多年来，乐清市慈善
总会致力于我市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为我市困难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切切实实的帮助。

创建美丽田园
推进乡村振兴
市领导督查调研春耕备耕及
美丽田园建设时强调

加强整治工作
抢抓春耕时机

本报讯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青） 昨日下
午，乐清市委副书记吴松海率队深入城东街道、北
白象镇和蒲岐镇等地，督查调研春耕备耕及美丽田
园建设。
从北白象镇到蒲岐镇再到城东街道，吴松海一
行沿线查看了道路两侧农田清、理、拆、改、建、
种、管等美丽田园建设工作。一路上，挖机正在平
整损毁的机耕路，志愿者们忙于田间垃圾清理。针
对视线以内的“污点”“乱点”，吴松海一一予以现
场指导，部署整改提升措施，他指出，建设美丽田
园清洁为先，各地要明确责任落实，加大整治力
度，限期把田间疤点整改到位，还田园本色。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正值春耕备耕时
节，田野上，秧苗长势健壮、整齐密集，村民们正
忙于播种育秧，一派繁忙的春耕生产景象。吴松海
一行分别走访了乐清市鸿发农机专业合作社和乐清
市绿农水稻专业合作社，详细询问了各地春耕备耕
及全年粮食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了解疫情防
控期间人工、粮食生产成本、农资储备以及价格波
动情况。目前，各地春耕备耕工作部署到位，农资
储备充盈，政策扶持精准，育苗技术也有了新突
破，为 2020 年度粮食安全生产打下扎实基础。
吴松海强调，田园的基本功能是粮食生产，美
丽田园创建与春耕备耕工作相辅相成，通过美丽田
园的创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农时不等人，各地
既要加强美丽田园创建工作，又要抢抓春耕时机；
要借势借力，发动群众力量，集中时间、集中力
量、集中资源，因地制宜、系统、全面地清理田
园，建立“田长制”等长效机制，分片包干，压实
责任；要积极组织人员进村入户，将支农惠农新政
策讲实、讲透，要加大田间土地流转力度，做到土
地不撂荒、不闲置，全力以赴做好春耕备耕和美丽
田园创建工作。

导 读
口罩未摘 但花已开

乐清旅游业复苏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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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行动开展一个多月

“店小二”解决问题 1882 个
本 报 讯 （乐 清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林伊格 通讯员 陈地静）“多亏了助
企服务员的帮助,让我们外地员工顺利
返工。”昨天，浙江贝尔佳电子有限公
司 （以下称贝尔佳） 相关负责人告诉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在助企服务员
的帮助下，企业的湖北籍员工已经完
成接收证明的申请审核，很快就能返
岗。
倪晓生作为贝尓佳助企服务员，
从
2 月 23 日起进驻企业到现在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每天来到企业了解复工情况
成为他的日常。
“我们企业有 19 位湖北
籍员工，他们返乐回岗的手续相对比较

复杂。”该企业负责人说。一周前，倪晓
他们安排合适的隔离环境；
得知企业没
生多次跑到街道，为每一位湖北籍员工
有口罩物资，方也及时与街道协调，为
办理本地接收证明，
向他们解释相关政
企业调配 1100 多只口罩，保证企业按
策。
“在进驻企业的这段时间，
能为他们
时复工。
解决问题，这让我也很有满足感。”倪
记者从市经信局获悉，
为加快企业
晓生说。
复工复产进度，实现助企服务更精准、
目前，乐清市昌顺电子有限公司
更高效，从 2 月 20 日起，我市深入开展
的生产已变得顺利许多，但在前期， “万名干部进万企”专项行动（以下称
物资紧缺、人员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让 “两万”行动），组织市四套班子领导结
企业负责人措手不及，来自市自然资源
对帮扶全市 243 家重点农业、工业、服
和规划局的助企服务员方也，
一边忙于
务业企业。同时抽调 1359 名机关干部、
窗口的企业审批工作，一边为“昌顺电
200 名金融专员和企业所在镇街干部
子”复工排忧解难。为了保障外省返乐
组建服务专班为 1359 家规上工业企业
员工隔离期间的生活，方也经过沟通为
提供“1+1+1”指导服务。截至 3 月 25

日，各助企专员和服务专班共收集问题
1939 个，通过梳理，企业问题主要集中
在开工难、招工难、产业链联动难、物流
运输难、医护用品保障难、资金周转难、
保外贸订单难等“七难”，目前已解决
1882 个。
市经信局工作人员表示，下一
步，“两万”行动的工作重心将从帮助
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共性问题
逐步转向帮助解决各类影响企业健康
发展和企业家健康成长的个性问题、
典型问题以及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
继续助推我市“两个健康”建设，促
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从“能够上”到“上得好”
乐清打造精准有效“云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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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乐清市卫健系统定于 2020 年 4 月 2
日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 70 名医药卫
生类专业技术人员，详情请见乐清人才
网（www.yqhr.com.cn）和中国·乐清政
府门户网站（www.yueqing.gov.cn）。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乐清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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