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舟山海警局
普陀第一工作站全体指战员
利用执勤训练间隙，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并
开展交流讨论，分享学习心
得。该工作站还利用展板橱
窗、学习强国App、微信公众
号等，营造时时学、处处学、人
人学的浓厚氛围，使全会精神
深入人心。

（通讯员 王健 记者 高阳）

深学细悟
入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傅乐 记者 胡
晓）“自从云之家办公系统上线以
后，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个手机
就能完成所有审批流程，工作效率
大大提高了。”近日，东港集团下属
公司工程一名管理人员通过手机
查看了某项目的审批进度，他说：
“现在集团办公数字化覆盖面越来
越广，我们工作更加方便了，流程
也更加透明。”

近年来，东港集团纪委积极探
索“数字赋廉”，以数字化监督运营
为抓手，构建覆盖基层人、财、事、
权的智慧监督网，使信息公开更及
时、查询更便捷、监督更有效，进一
步提升集团“智治”水平。

上线云端审批系统
提高监督工作质效

为解决工程款审批流程复杂

问题，提高审批效能、堵塞权力运
行漏洞，东港集团纪委督促集团上
线云之家办公系统，并落实重点环
节监督，以智慧手段提高审批监督
效率，推行“合同初审+审批复核”
流程，实现行政管理、合同管理、费
用审批、工作交流、智能会议、出勤
打卡等云端无纸化智能办公。

“以前工程款支付需要经办人
员、造价审核员、工程项目分管领导
等层层书面审批，既耗费时间，又存
在廉政风险。”东港集团纪委负责人
表示，“现在，我们把集团各项业务
都纳入到智慧监督网中，实现业务
工作高质量高效率开展的同时，也
为我们精准监督提供了有利平台。”

探索精准管理系统
防控一线廉政风险

“大宗商品贸易是集团近年来
新拓展的业务板块，具有较好的发
展前景，但是需要有效措施来管控

‘钱’和‘货’等经营管理风险。”东
港集团纪委调研某下属公司时，该
公司负责人提出了难题。

针对集团业务板块的拓展、经

营范围的扩大及后续经营风险如
何防控等课题，东港集团纪委联合
相关部门进行了认真推演和论证，
重点聚焦合同磋商、费用开支、项
目运作、商品服务采购等关键环
节，督促指导相关公司试点探索
“购销存”财务管理系统。

“购销存”财务管理系统通过
流程梳理及优化，划清业务边界，
规范业务管理；通过信用超额、逾
期预警、合同预警、订单发货预警，
加强过程管控；通过报表及业务单
据追溯管理，打造业务财务一体化
管控平台，助推财务数据自动化，
提升财务分析精准度。

“‘购销存’财务管理系统是
‘数字赋能’的实践应用，借助科技
平台，规范供应商准入机制，核实
库房进出数据，从而管控业务财务
工作融合开展，为监督、内审等工
作提供有力支撑。”东港集团纪委
负责人表示。

增设智慧监督系统
深化作风效能建设

今年，东港集团下属公司与上

海金茂集团合作成立了物业公司，
集团纪委启动了“雪亮工程”，从内
外部管理入手，以智慧监督推动智
慧行政，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提
升工作效能。

在内部上线运行员工上网行
为管理系统软件，围绕行为安全、
数据安全和终端安全三个出发点，
设置宽带管理、内容和应用过滤、
行为监督等多项功能，通过IP锁
定、行为比例分析等后台监管措
施，有效规范上网行为，加强员工
作风效能监督。

在集团纪委的督促下，东港集
团在外围联合公安等部门建设“平
安楼宇”，完善集团大楼监控系
统。同时引进智慧停车系统，有效
管控车辆进出，规范停车收费功能
及收费管理，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进行全自动科技测温，对发现的
异常情况及时在线上反馈汇报。

“我们积极探索‘大数据+监督
检查’模式，以规范化建设助推基
层智慧监督‘有效覆盖’，形成监督
工作的整体协调和有机闭环，为

‘清廉国企’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东港集团纪委负责人表示。

东港集团纪委积极探索“数字赋廉”构建覆盖人财事权的监督网

清廉国企建设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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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谈
总长度为

11.8公里的沈
家门污水管网

修复工程近日开工，这一工程完
工后将有效提升老城区排水管
网运行的有效性，减少污水管道
冒溢、城市内涝等问题。不仅如
此，还因创新使用了非开挖工
艺，施工过程有望避免大面积开
挖造成的交通拥堵。让城市焕
新波澜不惊，这样的“微创手术”
值得期待。

道路反复开挖现象司空见
惯，难免对城市交通造成影响。
但每一次“开膛剖肚”都有正当
理由，不是管网改造就是线路铺
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
此，大家对“马路安拉链”虽颇有
微词却也无可奈何。

这次污水管网修复工程采

用局部树脂固化和原位固化法
相结合的技术，仅需将玻璃纤维
增强的软管放至破裂管段，充气
膨胀后固化，形成高强度内衬，
便可达到修复目的。如此“微创
手术”，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给城市做“手术”，原来也可
以争取“创伤”最小化、“痛感”最
轻化，这无疑给旧城改造带来了
新思路。危房拆除、小区改造、
管网铺设、道路修建如都能采用
开挖最小、噪音最低、污染最少、
生成最快的新工艺，民生工程就
会因不扰民而更受欢迎。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体现
在建设成果上，也要体现在建设
过程中。广泛采用富含新科技、
新工艺的“微创手术”，让城市焕
新波澜不惊，符合民心所向。

“微创手术”让城市焕新波澜不惊
□小井

本报讯（记者 吴林峰 通讯员
夏骏东）“智能客服很高兴为您服
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近
日，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的智
慧政务“一窗通”标准化智能服务系
统正式上线，市民在拨通区社保中
心话务窗口热线时，机器人客服会
解答各种问题，秒问秒答，方便快
捷，实现24小时在线“不打烊”的政
务服务，极大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当客服机器人无法解答或群
众要求转接人工客服时，会转接人
工客服继续开展服务，窗口工作人
员下班后，由机器人客服继续提供
服务。”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综
合办公室主任吴舟军说。下一步，
区社保中心将不断增加机器人客服
服务方面的问题库，让来电咨询的
群众有更好体验，以提升全区政务
服务智能化、便民化水平。

智慧政务“一窗通”标准化智能系统上线

机器人客服24小时提供咨询

本报讯（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崔思媛）昨天上午，“返普归真，福满
仙陀”2021—2022普陀惠民季启
动，首波文旅消费券一经发放，就引
发了一场抢券热潮。其中，只需
9.9元的电影券很快抢购一空。

据了解，首波发放的文旅消费
券共计3000张，总价值16万元，消
费券共设置三种优惠面额，分别为
100元(满 300元减 100元)、50元
(满200元减50元)、10元(满50元
减10元)三种，使用时间截至今年
12月31日。另外，12月1日至5日，
“嗨普陀”平台将连续5天推出9.9
元的电影券抢购活动，每天发放
300张，使用时间截至今年12月30
日。

“第一波没抢到的市民也不用
担心，从今年12月到明年2月，我们
每月首日上午8时，都将准时发放
文旅消费券，为市民们带来多重福
利。”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次惠民季预计发放三波消费券，

共计9000张，总价值48万元，有包
括影院、书店、海鲜产品、文创产品
等在内的20余家文旅企业参与，活
动延续到明年2月28日。市民、游
客想知道更多普陀惠民季优惠福
利，可关注“舟山普陀文旅”公众号
相关推送了解详情。

另据了解，“福在舟山?惠游暖
冬”2021惠民季昨天拉开序幕，活
动持续至明年2月28日，为期3个
月。活动期间，舟山、宁波、吉林松
原、四川达州、神农架林区实现5地
联动，推出景区、餐饮、住宿、文体等
板块的优惠活动，参与惠民活动的
商家超过300家。

相关部门提醒，目前还处于疫
情防控关键时期，各旅游景区实行
“预约、错峰、限流、防聚集”的措
施，请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并在出
游时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疏导。外
出用餐使用公筷公勺、文明用餐。
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的习惯，注意个
人防护。

普陀惠民季昨启动
市民可关注“舟山普陀文旅”公众号了解详情

本报讯（记者 程星星 通讯员
唐伟 丁益斌）前几天，桃花镇茅山
村的张阿婆不慎扭伤了脚，有轻
微肿胀，她来到村里的“免费药
箱”放置点，取出云南白药气雾
剂，喷洒伤处。“小药箱急缺药品
多，离家又近，直接就可以用。”张
阿婆说。

今年，区财政投入 120余万
元，为全区9个海岛设置了健康小
屋和“免费药箱”，并配备自主检

测设备。这是我区加大海岛公共
卫生服务投入力度，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向基层延伸，促进医疗服
务城乡共享的一个缩影。

近日，在虾峙镇中心卫生院的
远程医疗服务站，该院医务科副主
任周亚忙着整理患者信息，为即将
开展的远程医疗门诊做准备。“目
前，针对危重病人的远程门诊，可
以在十分钟内联系到普陀医院或
舟山医院的专家，让病人得到快速
有效的治疗。对于慢性疾病，患者
可通过慢性病远程门诊，在家门口
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周亚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投入近
千万元，搭建区域一体化健康服
务信息平台，并在区级和乡镇医

疗机构同时建立远程医疗服务
站，以“互联网+”的形式，向海岛
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今年1至8
月，我区共安排驻岛蹲点支医16
人，派遣医疗专家开展全专科联
合门诊轮岗坐诊1524人次，让海
岛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
医院专家服务。

我区还通过资金保障，全力打
通海岛医疗急救通道。今年9月
13日上午，虾峙镇灵和村75岁的
郑阿婆不慎摔伤，导致右肩肩关
节脱位，由于岛内医疗条件有限，
阿婆患处疼痛难忍，亟需出岛治
疗。当天恰遇今年第 14号台风
“灿都”影响，虾峙客运航线全线
停航。相关部门经协商后，启动

了海岛医疗包船应急联动机制，
多方协调拖轮前往救助，运送郑
阿婆出岛就医。

“这个机制的运行，有交通运
输、财政、海事等多部门参与，转
运费用由区财政、镇（街道）、病人
各承担三分之一，主要是为了减
轻海岛群众的就医负担。”区财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自
2017年打通海岛医疗急救通道以
来，我区已及时挽救218名海岛危
重急症病人生命，区、镇两级财政
共为患者节省费用近50万元。此
外，今年我区还安排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资金3200余万元；截至今
年11月，建立了26.3万份居民电
子健康档案。

我区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力度推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海岛居民享优质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