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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事

本报讯（记者 叶星煜） 近日，县
人力社保局联合县税务部门，与县域范
围内17家困难中小微企业进行面对面
的暖心交谈，为企业送上政策红利。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一
揽子稳经济政策，县人力社保局坚持

“稳经济大盘、稳市场主体和保就业”为
导向，主动担当作为，快速启动“稳就业
惠民生”攻坚行动。为持续充分发挥失
业保险保生活、防失业、促就业功能，下
好“一盘棋”，我县相继出台继续实施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拓宽技能提升补
贴受益范围、继续实施扩大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范围试点政策、发放一次性留工
培训补助、失业保险基金支持职业技能
培训等政策“组合拳”，着力稳企业稳岗
位，精准帮扶就业困难人员。

今年，我县顶格执行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大型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标准，按上年度企业和职工缴纳的失业
保险费的50%返还，比去年30%提高了20
个百分点，中小微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标准由去年的60%提高至90%。
同时，我县首次推行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服务新模式，实现
企业全程“免申报、零材料、零跑腿”。
通过部门联动、数据共享对我县登记在
册的所有失业保险参保单位进行比对
筛查，分批确定返还名单，稳岗返还资
金直达企业和市场主体，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也为参保单位节省了时间和精
力。据悉，我县2021年度稳岗返还“免
申即享”共筛选出1600余家符合条件的

企业名单，将返还金额960多万元。截
至目前，已返还金额超过900万元，惠及
企业超过1500家。其中，返还资金最高
的一家企业达到了54万元。

稳岗返还的温度和力度让企业感
到了同舟共济的暖意，下一步，县人力
社保局还将针对个别未在“免申即享”
范围的失业保险参保单位继续开通失
业保险稳岗返还网上申报、现场申报等
多种方式，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应享尽享”。

返还900万元 惠及1500家企业

我县稳岗返还“免申即享”
助企纾困服务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 林伟） 近日，一面
印有“下水救人 奋不顾身”的锦旗送到
了腊口镇居民金陈伟的手上，送旗人是
之前被金陈伟奋勇救下的落水女孩及
家属，他们再次真诚地向金陈伟表示感
谢，场面温情又暖心。

5 月 22 日下午 3 时，正在腊口镇石
帆大桥河边给宠物狗洗澡的金陈伟，突
然听闻一声巨响，似有重物砸向水面，
定睛一看竟是一名女孩。连日降雨导

致水位暴涨，眼看落水女孩即将沉入水
中，情况危急，熟于水性的金陈伟当即
跳入水里。随后，金陈伟拖着岸边闲置
的竹筏奋力朝女子落水方向游去，将她
用力抱上竹筏后，再带着人和竹筏迅速
往回游。靠岸后，他与附近一名垂钓者
合力将女子拽上岸，施救全程仅用了约
2分钟。确定落水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并且情绪稳定后，金陈伟联系到女孩父
亲。等女孩的父亲赶来后，金陈伟交代

了事发经过，并叮嘱女孩去医院检查后
便匆匆离去，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当时也没考虑那么多，现在想想
还觉得后怕。”金陈伟在事后回忆说，纵
身一跳的瞬间，几乎是本能的反应，回
家后他才发现胸口、腿部、脚上均被划
伤。对于这名2002年出生的小伙子，亲
朋邻里纷纷投来赞赏的目光，他却笑着
摆摆手表示，人救上来没事就好。

落水女孩及家属一行通过电话联

系了解到金陈伟的工作单位，并专程赶
来表达感谢。谈话中知晓，事发当日女
孩因和家人吵架，作出了过激举动。金
陈伟以“大哥哥”的身份再次对女孩加
以开导，希望女孩今后能够通过合理的
方式排解不良情绪，自己也很愿意作为

“知心朋友”听其倾诉。女孩家属为了
表示谢意，掏出感谢红包塞给金陈伟，
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表示自己
做了该做的事。

腊口镇“00后”小伙勇救落水女孩

本报讯（记者 夏灵敏） 近日，东
源镇一位老人在外出回家途中突发紧
急状况——身靠护栏、头脚腾空、气息
微弱。就在危急时刻，3位下乡公干的
干部立即施救，避免了险情的发生，同
时温暖了百姓的心！

当天，县农业农村局干部张炳大、
陈立彬去东源镇平溪村进行水渠验收

工程复核。当天11时许，两人与东源镇
干部张金鑫在返程途中，经过东源村的
一段老路，发现一位老人在路边已近昏
迷，身体靠水泥墩护栏支撑，头部和双
脚处于腾空状态，气息非常微弱。三人
立即停车，并上前将老人扶正，并拨打
120急救电话。等老人气息慢慢地略有
恢复，就让其躺在水泥墩上休息，并原

地等待120救护车的到来。最后，老人
被运送到县人民医院东源中心分院。

东源中心分院医护人员黄鑫鑫告
诉记者，这位老人家送到卫生院时，全
身大汗淋漓，自觉头晕乏力，医务人员
立即进行救治，测血糖发现血糖值为
30.2mmol/L，初步诊断为糖尿病高渗状
态，在进行补液降糖治疗后，老人的情

况明显好转。
据了解，老人周某今年84岁，是东

源镇莲底垟村人，当天外出回家途中感
到身体不适。目前，周某还在东源镇中
心分院住院，身体处于恢复中。

下乡公干干部遇昏迷老人 果断停车帮忙施救

本报讯（记者 邹俊 陈柔妤） 日
前，为积极应对汛情，海口镇闻讯而动，
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保障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6 月 21 日凌晨 1 点，在海口镇海口
村，记者看到，临江路面的水位已经没过
小腿肚，记者每往前走一步，水就会灌进
雨鞋里。但是海口镇全体镇、村干部没
有一丝犹豫，立即组织四个行动小组分
布到各个区域进行组织动员，挨家挨户

通知村民汛情，并帮他们转移物资。据
悉，作为我县防汛重点乡镇，海口镇第一
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所有党员干部
闻“汛”而动，通过全体镇、村干部的线
上+线下的及时动员，所有商户已将店中
货物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镇里很早就通知我们要注意晚上
的汛情了，我的电瓶车店就在瓯江边
上，一个人搬运有点辛苦，干部们还过
来给我搭把手，终于在洪峰来临前把物

品都转移到安全区域了。”村民刘先生
看着涌进店铺的洪水说。

随着洪峰到来，海口镇沿江各村防
汛形势越来越严峻，多处出现了洪水倒
灌入户等情况。为保证辖区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海口镇党委、政府压实
责任，对辖区内重点区域开展密集排
查，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我们要确保每一位群众的安全。”
这是海口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东华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截止到21日零点
40分，海口镇共转移群众10人，均为居
住在瓯江沿岸低洼地带人员。目前被
转移人员已妥善安置在当地避灾点。

接下来，海口镇将密切关注上级防
汛信息和瓯江水情，进行全方位、全时
段巡查。同时，安排镇村干部在村值班
值守，确保能在第一时间服务好群众，
用实际行动守护海口百姓的安康，筑牢

“安全堤坝”。

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海口镇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胡力格）近日，我县举行3岁
以下儿童自闭症免费筛查项目启动仪式。这也是我县实
施“健康青田”深化卫生服务内涵，保障儿童健康的重大举
措。

启动仪式上，青田文英公益基金会和县卫健局、县妇
计中心为项目启动进行了揭牌。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
起，我县率先在全市开展 0-3 岁儿童自闭症免费筛查活
动，筛查费用由青田文英公益基金专项提供。

据了解，自闭症是一类发生于儿童早期的广泛性神
经、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发病率在0.5%-1%左右，截至
2021 年，县残联登记全县 2-8 周岁自闭症患儿有 96 名。
通过对全县所有16-30月龄儿童进行一次自闭症量表筛
查，将筛查工作与儿童保健工作有机结合，确保自闭症患
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升患儿全方面能力，降低家
庭和社会负担。

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叶巧玉表示，接下
去将对全县16个月龄到30个月龄的孩子进行自闭症免费
筛查。初筛是在全县各个乡镇（街道）儿保门诊。如果初
筛异常，将会转到县妇计中心儿保门诊进行复筛，如果复
筛再有异常，会转到上级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我县举行3岁以下儿童自闭症
免费筛查项目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叶星煜 通讯员 留军） 近日，“青田
——黄岩文化走亲”杨双军石雕艺术展在台州市黄岩区
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览由县委宣传部、县石雕产业保护和发展中
心主办，黄岩区博物馆、青田县杨双军石雕艺术馆承办，
县石雕行业协会、青田石馨苑艺术馆协办。现场共展出
青田石雕精品160多件，以及众多青田印石佳品，给观众
们带来了一场艺术与视觉上的“石雕盛宴”，受到大家的
一致赞誉与好评。

我县是“中国石雕之乡”，黄岩是著名的“中国蜜橘之
乡”，本次文化走亲活动以青田石雕为纽带，旨在共享新文
化，加强青田、黄岩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使参观者了解中国
国石文化，赏其华、品其味，尽享青田石雕艺术的魅力。

“青田——黄岩文化走亲”
杨双军石雕艺术展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芩芩） 昨日上午，鹤城街道清溪门
社区里多了一辆流动疫苗接种车。这是社区为 60 岁以
上老年人开设的新冠疫苗接种的“绿色通道”。

在清溪门社区居委会门口，早早就有居民在这有序
排队等候。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大家依次进行扫码、
测温、登记等步骤，医护人员详细了解接种人员健康、禁
忌症等情况后，为大家完成疫苗接种。

今年77岁的张红英老人患有慢性病，但情况较为稳
定，她深知接种新冠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
所以在接到通知后就立刻报名接种。“疫苗是免费的，还
可以在家门口接种，很方便。这次是来打第三针的，每
一步都有社区工作人员引导，医护人员也详细询问我的
身体状况，接种完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太好了。”
张红英说。

接种过程中，还有几位老年人因身体、年龄等原因无
法到现场接种，医护人员还贴心地来到他们家中，上门为
其接种疫苗，真正打通老年人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清溪门社区有 60 岁以上老年人 1088 人，其
中，已接种新冠疫苗678人，除去出国、自身疾病等原因，
尚有52人未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前期，社区对有60岁以
上老年人的家庭进行了多轮的入户宣传，让他们充分了
解到疫苗接种的益处，并提供个性化的咨询和指导。

“考虑到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行动不便，上周我们社
区就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入户统计，这次现场来了53名老
人进行接种疫苗，还有 3 名老人由医护人员上门接种。
我们将继续为居民接种疫苗提供便利，让‘疫苗多跑路、
老人少跑腿’。”鹤城街道清溪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叶爱丽说。

疫苗流动接种车开进清溪门社区
为60岁以上老年人服务

本报讯（记者 金雅丽） 连日来，
我县普降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直
接影响水库水位上涨，为减轻防汛压
力，位于季宅乡的金坑水库开闸泄洪降
低水位，确保安全度汛。

6 月 21 日凌晨 1 点，金坑水库开闸
泄洪。据了解，金坑水库汛限水位 210
米，当时水位已经达到 210.50 米，金坑
水库管理处立即根据控运计划进行泄
洪，泄洪流量 10 立方米/秒，21 日上午

11：30已降到安全水位。“截至21日下午
16:30，金坑水库总的泄洪量达到180万
立方米，我们已经关闭闸门。”金坑水库
管理处副处长季建光表示。

同时，季宅乡组织人员对河道、地

质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巡查，并入户宣传
提高村民警戒意识。截至6月21日，季
宅乡已累计排查12座山塘水库、10处山
洪灾害风险防范区，7处地质灾害风险
防范区，转移危险地区人员1户2人。

金坑水库开闸泄洪 确保安全度汛

6 月 20 日，章村乡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各山塘
水库河道进行全面定时巡查，密
切关注雨晴、水情、汛情变化。全
乡上下时刻绷紧防汛责任弦，全
力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安全
度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林伟

(上接一版)指导和帮助企业建立应急处置流程图和进口
物品疫情防控方案，让企业顺利完成货物交单，带动企业
产值增长。据了解，今年 1-4 月展风鞋业累计增速超过
30%，新产品产值率达98.7%，实现了企业防疫生产“两手
抓”“两不误”。

要稳增长，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是重点。据悉，船寮镇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
目干，成立项目工作专班，建立联席会商机制，形成项目

“三服务”体系，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卓
业能源在盘活闲置土地时就遇到了宗地界限不清的问题，
宗地上各块地的出让时间不一，导致宗地规划设计难以实
施。“了解到这一问题后，我们项目专班邀请县经济开发
区、经商局、自然资源局等多部门现场踏勘、会商研究，发
挥县领导联系重点项目的制度优势，主动邀请县领导召开
现场办公会议，最终形成会议纪要，彻底解决企业厂区内
宗地界限不清的遗留问题。”戴华森说，通过项目专班的实
体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制造业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一系
列问题。

接下来，船寮镇将始终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警
醒，正确处理好整体和个体的关系，在解决个性问题过程
中总结经验、形成示范效应；始终把以帮助企业获得最大
政策红利作为检验自己服务水平的衡量标准，在宣传过程
中更加重视主要政策落地，形成杠杆效应；始终把践行“企
业家夸才是真的夸”作为服务企业的衡量标尺，在当好惠
企政策宣传员的同时，更当好政策落地的执行员、解决问
题的服务员，努力赢得企业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