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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
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25-30℃。

新闻热线：61116222 QQ热线：133577110 本版责编 刘丽娟

浙江新闻APP
乐清频道

中国乐清网 30

乐清市卫健系统定于2020年7月
7日（农历五月十七）面向社会公开考试
招聘240名医药卫生类毕业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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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公 告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望喜）近日
2020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高峰论坛暨表彰大会
上，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力西电气有限公
司获得“2020浙江企业抗击疫情卓越贡献奖”，德
力西电气有限公司入围“2019浙江省企业社会责
任优秀报告名单”，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入
围“2019浙江省企业社会责任标杆企业（社区参
与和发展）名单”。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正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力西电气有限公司积极捐款或
捐物，爱心传递至多个省市，逆行驰援多家防疫
应急医院建设，展现了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担当
与家国情怀，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走在
全国前列，为中国乃至全球企业抗击疫情树立了
典范。为弘扬浙江企业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推
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职意识在全社会的传播，浙
江省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会根据媒体报道及其相关
数据分析，并经专家评估，共授予全省23家单位

“2020浙江企业抗击疫情卓越贡献奖”。
同时，为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

推动企业不断提升社会责任实践绩效，发挥优秀
报告、标杆企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浙江省企业
社会责任促进会组织开展了2019浙江省企业社会
责任优秀报告和标杆企业的评选活动，经报名审
核、专家评审、网络投票等环节，此次会议表彰
了全省的27份优秀报告、28家标杆企业。

2020浙江省企业
社会责任高峰论坛

正泰德力西获表彰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丽娟 通讯员 徐微君） 为加强用
水管理，进一步优化水资源配置，促
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日前，乐清市
发改局经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经
信局、市供水集团等单位多次协商，
在原《乐清市超计划和差别化用水管
理办法》（简称：《办法》）基础上
进行修订，将非居民用水“超计划累
进加价”调整为“超定额累进加
价”。并将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
价与工业企业差别化用水政策相结
合，纳入乐清市政府“亩均论英雄”
改革系列政策中，且在操作层面予以
细化明确。

根据新修订的《办法》规定，对
于高污染、高水耗工业企业，每立方
米水价加价0.5元；对列入C类工业
企业、列入市淘汰整治企业未关停整
治完成的企业，每立方米水价加价1

元，对既列入C类和市淘汰整治企业
未关停整治完成企业，又是高污染、
高水耗企业,每立方米水价再加价1
元。

企业获评类别不同，年度定额用
水系数也不同。根据新修订《办法》
规定，非居民用水户年度定额用水量
为：年度用水定额基数(M)×用水系
数(N)。工业企业用水系数(N)为：
A+和 A 类企业 100%、B 类企业
95%、C类企业90%；其他非居民用
户用水系数为100%。

市发改局价格和收费管理科工作
人员介绍，非居民用水户在核定的用
水定额内用水的，按照现行水价缴纳
水费；超过核定的用水定额用水的，
超过部分除按照现行水价缴纳水费
外，还需按照有关标准缴纳超定额用
水累进加价水费。其中，超定额用水
量30%以下部分，按现行水价的0.5
倍缴纳；超定额用水量30%以上部
分，按现行水价的1倍缴纳。“两高
一剩”（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
过剩）等行业实行用水定额管理的企
业，超定额用水量30%（含）以下
部分，按现行水价的0.6倍缴纳；超
定额用水量30%以上部分，按现行
水价的1.2倍缴纳。

据悉，新修订的 《办法》 于
2020年6月26日起施行。

工业企业差别化用水
助力“亩均论英雄”改革
乐清出台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 本报讯 （张珈玮） 6 月 29日，

乐清市“文明+金融”党建联盟成立
暨金融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活
动启动仪式举行。

活动现场，各主办单位相关负
责人及市国有银行相关负责人共同
上台签订了乐清市“文明+金融”党
建联盟公约，标志着市金融系统党
建联盟正式成立。市金融系统代表
发布了《金融系统十大文明习惯倡
议书》，并由市金融系统各机构单位

代表组织乐清市金融系统志愿者进
行集体宣誓，旨在通过乐清市金融
系统实际行动助力乐清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现场还为本届乐清市金
融系统“十美”金融文明窗口及文
明标兵进行了颁奖。

本次系列活动由乐清市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中心、乐清市金融工作
服务中心、人民银行乐清市支行、
乐清市银保监组主办，乐清市金融
工会联合会、乐清日报社承办。

乐清成立
“文明+金融”党建联盟

市金融系统志愿者接受授旗市金融系统志愿者接受授旗。。
通讯员通讯员 陈尚云陈尚云 摄摄

昨天下午，顶着炎炎夏
日，工人们正对104国道清江
段进行养护（如图）。2020年
为“十三五”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养护管理评价工作检验年，
乐清市交通运输局对干线公路
路况进行迎“国检”大检查。
据了解，乐清实施干线公路路
面大中修工程35.576公里。该
局把全面提升路况水平作为公
路服务民生的第一要务，通过
加大养护投入、推广“四新”
技术等，全面提高路况水平。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剑
佩 通讯员 陈文亮 摄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伊格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病毒来袭，全市上下坚
守前线抗“疫”奋战，在清江镇有这么一位党
员，虽大病初愈仍冲在抗“疫”的最前头，他就
是清江镇石古墩村党支部书记庄传波。

去年11月，庄传波因重症胰腺炎住院近一个
月，出院后医生嘱咐他必须长期严格控制饮食，
只能吃清淡少油的软质食物，同时需要充足的休
息使身体康复。然而没多久，清江镇接到上级通
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工作，“镇里开了好
几个紧急会议，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在家休
息的庄传波早就在新闻中密切关注疫情情况，得
知全镇都做了部署，他也开始紧张起来。

“不行，这个紧要关头我得出去看看。”庄传
波说。大年初一那天，在庄传波的部署下，石古
墩村居公共休闲场所进行了关闭，为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他与村双委多方努力购置了4000多个
口罩，挨家挨户入户宣传时分发给村民，提醒村
民出门戴口罩，尽量减少外出。

1月27日上午，石古墩村全村启动交通管制，
五个进村路口封锁，仅留下一个活动卡口，每个卡
口安排2名党员和2名村干部，实行24小时4班人
员执勤。但庄传波从不按照排班表执勤，任何时间
总能在卡口看到他的身影。看着丈夫每天早出晚
归，庄传波的妻子很是心疼：“你才出院没多久，应
该在家好好休息。”但是庄传波却说：“村里七八十
岁的老党员每天都坚持在卡口执勤，我更应如此。”
那段时候，无论是村民缺少生活用品还是老人家需
要买药，庄传波的电话24小时待机，只要村民有需
求，他义不容辞解决问题。在庄传波的带领下，石古
墩村卡口的坚守一“站”就是半年，即使是现在全市
疫情稳定，石古墩村的卡口依旧还在。

庄传波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石古墩村
是在去年村社优化调整时成立的新村，这一年多
时间，如何做到新村融合是他作为党支部书记常
常思考的问题。“在这次疫情期间，我们在人员安
排上特地选择原两村党员相互搭配，一起渡过难
关。”如今新村融洽发展，最近村里忙着建设“美
丽田园”，庄传波每天忙着查看村庄环境整治和河
岸护栏工程，继续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担当
见证新村的新发展。

大病初愈冲锋在前
不忘初心与担当
——记清江镇石古墩村
党支部书记庄传波

精心养护
迎“国检”

身边的先锋
我们的榜样

本报讯 （温州日报记者 郑序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琼洁） 昨
天，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来
乐清市调研基层组织换届工作。他强
调，村社组织换届是当前一项重大又
紧迫的政治任务，是一场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攻坚战。要以“一失万
无”的理念、“万无一失”的标准，
全力抓好村社组织换届准备和试点工
作，以高质量要求破难题、走前列、
作示范，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为全
市做好村社组织换届提供更多经验。

乐清市领导徐建兵、何学考、董
庆标、余长友参加调研活动。

乐清市是今年村社组织换届工作

的重点县（市）。姚高员走访察看南
岳镇杏湾一村组织换届工作准备情
况，随后召开座谈就柳市镇等重点乡
镇村社组织换届工作进行形势研判、
分析指导，协调解决相关难题。

姚高员指出，今年村社组织换届
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要求、新挑
战，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从当好“重要窗口”建设
者维护者展示者、迈入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加快市域治理现
代化建设、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全面
提升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能力和水平
的“五个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村社组
织换届工作的重大意义，真正把这项

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好。
姚高员强调，要把握根本，把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村社组织换届工
作始终，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
作用，压实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第一
责任人责任，做到书记领衔、班子带
头、全员压实。要夯实基础，稳妥做好
人选排摸，强化“政治体检、素质扫
描”，选出一批政治强、能带富、善治
理、口碑好的“一肩挑”人选，实现组织
意图和群众意愿相统一。要聚焦关键，
深入整治重点村、重点人、重点事，做
到全面掌握、动态调整、综合施策、妥
善处置。要强化保障，对影响村社组织
换届的障碍事先“清底”，列出任务、责

任、时间“三张清单”，对照清单销号化
解、限时“清零”。要突出目的，选出基
层铁军，做好换届“后半篇文章”，激发
村社带头人干事创业动力，努力开创
村社建设发展和百姓增收致富新局
面。

围绕村社组织换届试点工作，姚
高员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做到人选

“全当选”、过程“零事件”、换届“高质
量”，确保试点换届顺利平稳。要保障
试点“开门红”，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
患，全力选好第一村、迈好第一步。要
以点带面抓落实，总结推广试点经验，
环环相扣压茬推进，确保换届工作圆
满完成。

姚高员来乐清调研基层组织换届工作

破难题 走前列 作示范
为全市做好村社组织换届提供更多经验

民间救援队活跃乐清民间救援队活跃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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