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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吴梦梦 通讯员 陈旭拉） 日前，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根据统计
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2020年乐
清全市监测点门急诊流感样病例数下
降39.19%，从2020年10月份至今，
流感样病例监测标本检测阳性率为
零，全市呼吸道疾病数量大幅度下
降。专家表示，呼吸道疾病发病减
少，戴口罩等良好个人防护习惯堪称

“最大功臣”。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孔强平告

诉记者，市疾控中心通过定点医疗
机构监测近几年全市的流感样病例
数据发现，2020年全市监测数据和
2019年存在显著差异，2020年全市
流感样病例数量比 2019 年少了 1.5
万余例，数量下降非常明显。他分
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疫情让
大家对卫生习惯有了明显重视，戴
口罩、勤洗手、不聚餐等习惯切断
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对于体质较
差的老年人，及长期患有呼吸道疾
病的人，佩戴口罩既可以防止被他
人传染及外源性刺激加重呼吸道疾
病，也避免了把流行性感冒等呼吸
道传染病传染给别人。

昨天，因为工作原因路过乐清市
人民医院，林女士无意间才意识到，
过去这一年多来一家人都没有去过医
院，家中老老少少的身体都好好的，
小感冒小咳嗽都没有，她把这一现象
归结于保持戴口罩的习惯。

“以前只要身边有人感冒，下一
个肯定轮到我，自从戴上口罩后，这
样的情况没有再出现了。”林女士
说，5岁的小儿子体质也比较弱，往
常几乎都要感冒个三五回，但是去年
全年都没有感冒，除了家人，身边同

事感冒的情况也变少了。
口罩和疾病间的反向关系，不只

是市民们的主观感觉，同样也得到了
医生的证实。

乐清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学
科主任医生李继法发现，往年天气
一转冷，他那一大批相熟的慢性阻
塞性肺病患者一定准时到科室门诊
就诊，反反复复一年来好几次，而
自从去年开始佩戴口罩后，这些对

象中因为疾病到医院就诊的人少了
一大半。

“这与大家长期佩戴口罩和卫生
习惯改善有很大关系。”李继法说，
冬春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
呼吸道疾病容易侵袭体质较差的儿
童、老年人和患有一些基础疾病的
患者。现因为疫情影响，人群集聚
的情况少了，使得交叉感染的风险
降低。同时，人们已养成自觉戴口

罩、勤通风、勤洗手的好习惯，对
通过呼吸道、消化道、接触等多种
途径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疾病有很好
的抵御效果。

“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前提下，
这些习惯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尤其是
现在全国疫情多点散发，随着春节临
近，人员流动性加强，市民更要注意
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李继法说。

呼吸道患者少多了，口罩是“最大功臣”
专家建议：疫情期间更要继续保持好习惯

佩戴口罩渐成市民良好习惯佩戴口罩渐成市民良好习惯。。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言勇刘言勇 摄摄

本报讯 （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郑瀚） 1月6日，乐清市委书记方
晖先后赴湖雾镇和雁荡镇，调研“三
农”工作暨督导“全域美”“大民生”
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
温州市委决策部署，聚焦特色农业发
展、“全域美”“大民生”建设等重点
领域，打造一批在全市具有示范性引
领性的亮点项目，高水平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书写
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的新篇章。

方晖实地察看了湖雾镇“石里萄
源”乡村振兴示范带、公办幼儿园和
雁荡镇小镇体育公园、月光海鲜广
场、西门岛道路修复及生态岛礁等项

目建设情况。“石里萄源”形象初显，
其中葡萄主题园项目将通过发展观光
旅游、开发衍生产品、推广优良品
种，进一步提升当地葡萄品牌知名
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湖雾镇公办
幼儿园现已开园，园区按照省二级标
准建设，设9个班、可容纳270人就
读，能满足该镇近70%的学龄幼儿入
学需求；雁荡小镇体育公园，在原先
垃圾堆积、杂草丛生的荒地上，已建
成一个全尺寸篮球场和一个五人制足
球场，周边绿化工程正在收尾，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月光海鲜广场基本完
工，项目将于春节前开业，打造集海
鲜美食、夜间观光、水上休闲等功能
于一体的时尚海鲜城；西门岛生态岛
礁景观栈道已完工，该项目以全国最

北端红树林资源为依托，建设兼具生
态保护宣传和休闲旅游观光功能的景
观平台；西门岛环岛公路沥青路面修
复工程也即将启动，将进一步改善岛
民出行条件、提升环境品质。活动
中，方晖还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两
镇“三农”工作暨“全域美”“大民
生”建设情况，并充分肯定前阶段取
得的工作成效，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举
措。

方晖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作为新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打造
高水平推进乡村振兴的示范样板。要以
特色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深耕湖雾
葡萄、雁荡山茶叶、西门岛海鲜等优势
特色领域，依托“乐耕清耘”区域农产品
公共品牌，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延

伸做强农旅观光等产业链条，加快推进
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要以“全
域美”建设打造乡村新颜值，常态化做
好环境卫生保洁，高标准推进美丽乡
村、美丽田园建设，着力建设金海湾海
上集市、雁荡山旅游环线、西门岛深度
开发、湖雾“石里萄源”乡村振兴示范带
等一批亮点项目，加快实现局部美向全
域美拓展深化；要以“大民生”建设增进
群众获得感，激扬村社干部“选好就奔
跑、上任即赶考”的奋斗姿态，加快推进
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时刻关心困难
群众冷暖疾苦，慎终如始做好冬春季疫
情防控，常态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副市长吴振弟参加活动。

方晖赴雁荡湖雾调研督导“三农”工作暨“全域美”“大民生”建设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奋力打造新时代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本报讯（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丽娟 通

讯员 黄属硕）近日，省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小城
市培育试点三年 （2020-2022 年） 行动计划的批
复》，我市柳市镇和虹桥镇通过了新一轮小城市培
育试点三年行动计划。同时，柳市镇和虹桥镇共获
得1700万元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考核奖励资金。

从2010年12月开始，浙江率先在全省开展小
城市培育试点，柳市镇、虹桥镇先后列入第一批、
第三批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

乐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出台一系列
扶持政策，全力推进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通过省
级小城市培育试点，两镇抢抓机遇求发展、完善规
划优布局、优化环境促形象、强化管理增服务，全
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据悉，根据三年行动计划，下一步，柳市镇将围
绕“中国电器之都”的城市品牌，强化“国际电工电器
制造基地、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温州都市区北翼综合
型小城市”三个主要功能定位，纵深推进柳市镇小城
市培育试点；虹桥镇将围绕“开启‘美丽虹桥’建设新
征程”目标任务，以“城市能级提升、产业转型提速、
设施建设提效、城乡环境提质、地域文化提炼、改革
创新提劲”为小城市建设着力点，将虹桥打造成为环
境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美、治理美的“数字产业
强镇·宜居美丽虹桥”。

新一轮小城市培育试点
三年行动计划

柳市虹桥获批通过

本报讯（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董露露）近
日，浙江新增7个无违建县（市、区）和31个基
本无违建县 （市、区），乐清获基本无违建县
（市、区）称号。

开展“基本无违建市”创建，是省委、省政
府深入推进“三改一拆”的重要载体，也是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城市能级、推动转型发展的有力
抓手。“基本无违建市”创建是民心工程，既是攻
坚战，又是持久战。

近年来，乐清推进违建拆除、综合改造、长效管
控、开发利用等各项创建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
至2020年 12月底，全市累计依法处置各类违建
2246.98万平方米，完成温州下达任务的160.43%；
改造旧厂区620.86万平方米、旧住宅小区360万平
方米；全市25个乡镇（街道）中17个已创成“基本无
违建乡镇（街道）”，其余8个已通过温州验收，实现
了“基本无违建乡镇（街道）”全覆盖。

乐清获
基本无违建市称号

本报讯（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
者 陈海燕）近日，浙江省司法厅命
名全省首批“枫桥式”司法所，乐清
市司法局大荆司法所榜上有名。

据悉，去年10月份以来，省司
法厅全面部署开展“枫桥式”司法所
创建工作。经过书面审查、现场检
查、公开考核评审，根据“服务窗口
实现一站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
结、辖区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服务有
效覆盖率达100%等28条评判标准，
60家司法所脱颖而出。

大荆司法所坚持内外兼修，大力
推进“枫桥式”司法所建设，设立公共
法律服务站，专业律师定时坐班，开展
法律援助。设立访调室，开辟信访代跑

点，统筹法治宣传、法律援助等窗口，
分流大荆镇各类纠纷，实现司法所主
动介入化解初访、简易纠纷，集中力量
化解重点、复杂纠纷。该所在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
作用，全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
出镇，矛盾不上交”，把司法所打造成
基层法治建设的领跑者，为“法治大
荆”建设和辖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良好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大荆司法所还开通远程视频会见
帮教点，罪犯家属只要带上身份证和
罪犯的关系证明，便可到大荆司法所
申请远程视频会见，较好地解决了罪
犯与亲属之间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
等因素造成的会见难题。

浙江命名首批“枫桥式”司法所

大荆司法所上榜

本报讯（乐清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茜 通讯
员 张芒芒） 1月12日，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框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杭州
举行，双方将聚焦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技术创新，共同推动能源电力及智能制造业务发
展。

目前，双方通过整合优势市场资源、专利授
权等多种形式，在国内外数据中心、能源开发、
配电解决方案、综合能效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
的合作案例和创新成果落地，为双方进一步深化
合作、紧密互动夯实基础。

正泰在智慧能源、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各
个产业模块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步伐，都与华
为ICT技术、数字化技术应用非常契合。30多年
来，华为致力于提供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解决
方案，一直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实践者和建设者，
能够为能源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端到端的解决
方案。随着能源向综合能源“转身”，城市向智慧
城市迈进，华为与正泰的跨界合作将共同探索数
字能源行业的更多可能性。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表示，能源格局优化
是一个必然趋势，华为公司提供的各项数字能源
解决方案都有着国际业界领先水平。而正泰着力
打造的综合能源服务能力，将作为一种互补互
济、多系统协调优化的能源供应和消费模式，推
动能源转型升级和“碳中和”目标早日实现。

未来，双方可借助于华为在通信网络、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的创新能
力和技术优势，赋能正泰电力装备、智慧园区、
综合能源业务，联手打造高效先进的建设方案和
标杆项目，共同赋能先进制造业以及生态的数字
化转型。

探索数字能源行业的
更多可能性

正泰华为跨界合作

岭底这家人取消14桌满月酒
爷爷说：“不能因个人面子破坏防疫成果”

持续干旱 供水紧张
家家念起“节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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