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章一聪 通讯员 姜
剑宏）“同志，我的医疗发票怎么报
销？”日前，祯埠镇岭下村的老叶拿着一
沓丽水市中心医院的医疗发票站在祯
埠镇便民服务窗口前焦急地说。该镇
服务人员一边帮助他整理发票一边劝
其不要着急，约5分钟后就把那一沓杂
乱无章的15万元的发票整理好归档，并
顺利地完成了农医保和意外保险手续。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祯埠镇，由
于生病住院、意外事故、伤害案件办理
医疗报销的群众增多，其中涉及法律手

续的情况较多。特别是在涉及意外伤
害案件的医疗报销中，因存在第三方的
损害赔偿比例认定，需要在医疗报销前
进行案件调解，形成调解协议书，对数
额较大的还需进行司法确认，出具法律
文书，法律程序较为复杂。群众在办理
过程中遇到了较多的困难。

针对这一情况，祯埠镇经研究后，
专门成立便民服务改革小组，指定一名
班子成员专门负责协调，使群众在办理
医疗报销时实现无障碍一站式办结。
一年来，祯埠镇医疗报销窗口共受理群

众一般性医疗报销事项120余起，意外
事故赔付132起，意外伤害案件医疗报
销事项20余起，报销金额32万余元，民
政医疗救助118起，医疗报销和民政救
助金额高达580余万元，祯埠镇调委会
帮助群众调解并达成和解协议 20 余
起，出具法律文书12件，没有一起退件
和群众投诉，使群众真正享受到了一站
式服务。

“‘最多跑一次’就是要发挥干部
‘服务’的作用，只有加强干部作风建
设，提高办事能力，强化每个干部‘方便

群众办事’的服务意识，才能真正让群
众享受到高效率的办事服务。”祯埠镇
有关负责人表示，自“最多跑一次”改革
开展以来，该镇党委、政府以提高便民
服务质量为中心，以换位式思考提供服
务为抓手，急群众所急，难群众所难，对
简单易办的服务事项当即办理，对需要
协调办理的事项帮助群众办结为止，受
到办事群众的一致好评。

急群众所急 解群众所难
祯埠镇提供一站式涉农医疗报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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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本报讯 （记者 舒旭影） 近日，
县侨联举行捷克青田同乡会扶贫捐
款仪式。仪式上，捷克青田同乡会
向旅捷浙江青田籍乡亲徐相余家庭
捐款53600欧元。

据了解，今年 7 月 18 日，徐相余
突发疾病去世，留下一个 8 岁有先天
性残疾的女儿徐其涵，家庭遭遇重
大经济困难。在得到徐其涵姑姑徐
秀娟的求援信后，捷克青田同乡会
和捷克华侨华人慈善协会立即发起
倡议组织募捐，号召大家伸出援助
之手。随着倡议书的迅速传递，她
的不幸遭遇引来了潮水般的爱心。

“徐相余的家庭本身经济就比较
贫困，又突遭变故，他的女儿患有先
天性疾病，需要一大笔钱进行治疗。
这样的遭遇让我非常同情，希望通过
爱心捐款让他的孩子得到帮助，能给
予她力量和温暖，帮助她树立对抗疾

病和积极生活的勇气。”欧洲华侨华
人青年联合总会、捷克青田同乡会会
长周灵建表示，为徐相余捐款的事
情，得到了捷克青田同乡会华侨积极
反响，侨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一直
以来，该社团致力于服务华侨华人、
促进中捷友好、传承和弘扬中华文
化，多次组织爱心募捐用于捷克及中
国国内救灾扶贫、帮扶解困，今后会
继续关注弱势群体，为社会和谐发展
献上一份爱心。

“从帮忙协调争取赔偿到捐赠
善款，捷克青田同乡会都对徐相余
家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笔善款
对于即将要做手术的徐其涵来说更
是雪中送炭。”徐相余的家属说，旅
捷华侨的关怀让她很感动，连连表
示感谢。

会后，捷克青田同乡会执行会长
韩灿烂个人又捐赠了2000元人民币。

捷克青田同乡会捐款
53600欧元援助困难侨胞

日前，丽水市立德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联合富迪志愿服务队来
到北山镇肖山村，开展“粉丝带飘
起来”精准扶贫慰问，为当地困难
村民送来了价值3万多元的食用
油、生活用品等爱心物资。

据了解，“粉丝带飘起来”富
迪志愿服务活动是由民政部中国
社会工作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和
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社区志愿者献爱心、社区志愿
者送文化、社区志愿者发倡议和
社区志愿者捐物资的大型社会公
益活动。

徐佳佩

本报讯 （记者 舒旭影） 近日，
鹤城街道乡贤联谊会联合周大妈帮
忙团组织开展“侨乡助学梦 鹤城乡
贤帮”活动，走进贫困学生家庭慰问
帮扶。

在水南、石郭等地，乡贤们走访
慰问了 11 个贫困学生家庭，为他们
送去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乡贤们
与学生及家长亲切交谈，在详细了
解 学 生 家 庭 情 况 及 学 习 生 活 近 况
后，叮嘱学生们要继续树立信心，勤
奋学习，化困难为学习动力，树立理
想，坚定信念，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社
会。走访慰问中，受访的家长和学
生们都备受感动，对乡贤们的关怀
和无私帮助表示感谢，孩子们都纷
纷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长大
了回报家乡。

家住水南的留钱标育有一儿一
女，由于自己身体残疾没有工作，导

致家庭经济困难，一直以来都由周大
妈帮忙团对两个孩子进行结对帮扶，
在此次慰问中，一行人不仅给他们送
去了礼品，还送去了助学金，雪中送
炭令一家人十分感动。“他们之前帮
助我装修了房子，赠送了一整套家
具。今天还送来很多生活用品、学习
用品，还有助学金，对我们一直都很
关心。”留钱标表示，今后将教导孩子
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据了解，鹤城街道乡贤联谊会自
成立以来，不断开展困难、残疾和特
殊家庭的关爱帮扶活动，并建立了

“一帮一”、“周周看”等长效帮扶机
制，让爱持续传递，让乡贤人人参与，
成为“爱的守护者”。鹤城街道乡贤
联谊会会长詹旭彬表示，下一步联谊
会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家
乡教育事业及社会经济发展，为家乡
乡村振兴贡献乡贤力量。

鹤城街道乡贤联谊会
走访慰问贫困学生家庭

高利转贷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
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
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
的行为。近日，在青田，就有人自以为
聪明，打起了“高利转贷”的如意算盘。
他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将这笔贷款以民
间借贷的方式，加息转借给朋友，以谋
取利息差。

黄某说，2016年10月，朋友吴某曾
向他借 10 万元，但因自己卡里没有余
钱，就从银行贷款了10万元，在把钱借
给吴某时以1毛5的较高利息直接扣除
了10天5000元，实际只给了吴某95000

元。然而，吴某并未及时还清全款，在
借款 10 天后，又给黄某转了 5000 元作
为继续使用这笔资金的利息。此后，吴
某在还清这笔钱后，又找黄某借了60万
元，黄某用同样的方法从银行贷款高利
借给吴某，从中吃高额的利息差。

这样的“无本买卖”，让黄某尝到了
甜头。黄某便以此为盈利手段，如法炮
制了一次又一次。记者了解到，在
2016年至2018年1月期间，黄某先后以
自己购买石雕需要资金为由，从我县多
家银行贷款 12 万元、10 万元、30 万元、
50 万元等，再以高利转借给张某、周

某、吴某、潘某等人。除支付银行贷款
利 息 外 ，黄 某“ 空 手 套 白 狼 ”坐 收
418500余元。

最终，黄某“东窗事发”，因涉嫌高
利转贷罪被县公安局抓获。

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认为，被告人
黄某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银行信贷
资金高利转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遂
以黄某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
此外，追缴黄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44.26万元。
从银行贷款，然后转借给别人赚利

息，这在民间其实很常见。为何，黄某
却因此触犯了法律底线？县人民法院
法官解释，高利转贷罪名的关键就是资
金的来源是套取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
金，然后转贷给他人，获利数额又比较
大。也就是说，取得银行的贷款出借给
他人赚取利息差，达到一定数额就会构
成犯罪。 章一聪

近日，我县一男子自以为聪明，打起了“高利转贷”的如意算盘，最终“东窗事发”——

男子套取银行贷款放高利贷获刑

本报讯 （记者 徐佳佩） 青田市
民只需订购由国航实际承运的国际
及地区航班（仅限杭州始发或到达的
航班）机票，同时预定杭州青田地空
联运产品的旅客，便可享受青田客运
站到萧山机场的免费大巴接送服务，
返程亦然，实现空中地面交通的无缝
衔接。昨日，2019 年国航地空联运产

品新闻发布会在青田客运中心举行，
对这一新的服务措施进行了介绍。

发布会上介绍，国航的地空联运
产 品 是 为 旅 客 提 供 的 一 种 延 伸 服
务。在国航与青田、杭州两地巴士运
输公司通力合作，进一步拓展了国航

“畅行地空”服务网络。新增青田-杭
州往返长途运输路线，为选乘国航航

班出境的国际旅客免费提供从青田
客运中心到萧山机场的地面往返运
输服务，旅客只需要购买符合条件的
机票就能同时选择需要的巴士运输
段，实现从始发地到目的地的一站式
交通服务。

“青田有着约 33 万华侨华人，一
直是国航欧洲航线的重要客源地市

场之一。今年 6 月杭州直飞罗马航
线开通后，我们发现乘坐的旅客中
青田籍侨胞非常多。我们在青田推
出地空联运产品，新增了青田-杭州
往返长途运输路线，希望能够免去
广大旅客转乘的不便。”中国国际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
林庆锋说。

国航在青田推出“地空联运”乘飞机可免费坐大巴

本报讯（记者 张晶晶 通讯员 柳沛沛） 近日，我县
召开进口食品安全监管会暨溯源体系建设推进会，对今年
溯源体系建设工作及进口商品城食品安全监管等任务要
求作出相关部署。侨乡进口商品城90多位食品经营户参
加会议。

会上，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进口食品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解读，对经营户亮照经营、把关进货渠道、保障食品
品质等食品规范化经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就近期
进口商品城食品安全监管重点作了强调，青田农商银行工
作人员对溯源码安装流程及支付跳转内容等做了介绍。
侨乡进口商品城作为承接华侨要素回流的新型贸易平台、
人文交流平台，迎来了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
键时期，而保障食品安全正是推动进口城发展最基础也是
最有力的支撑。

就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要提高认识，绷紧食品安
全的“警示弦”。进口商品城的经营单位要树立起食品
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自觉
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要凝聚合力，建设溯源管理的

“防护盾”。每一户经营单位要高度重视溯源工作，要切
实转变理念，严格执行索证索票、进货查验、不合格食品
召回等制度，配合做好电子溯源体系建设，特别是高风
险食品的产品溯源、质量检查要严格把关；要增进联动，
维护“青田洋货”的“金名片”。在第二届侨博会来临之
际，每一户经营单位要抢抓机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
通协作，统筹相关资源，共同维护好进口商品城这块金
字招牌。

进口食品安全监管
暨溯源体系建设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吴楚楚） 10月8日，山口镇特约监察
员、村级监察联络员聘任仪式暨业务培训会举行，推动监
察工作进一步向农村基层延伸，切实打通监察监督“最后
一公里”。

聘任仪式首先观看了丽水原创廉政微电影《好局长》，
宣读了山口镇聘任特约监察员和监察联络员的决定，为5
名镇级特约监察员和 12 名村级监察联络员颁发了聘任
书。

会议要求全体特约监察员、监察联络员，要充分认识
担任特约监察员、监察联络员的重要意义，发挥好监察执
法“探头”和基层基础“触角”作用，积极履行职责，发挥自
身优势，强化监督作用，携手并肩战斗，为共同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仪式结束后，受聘人员还进行了业务培训。

山口镇聘任特约监察员
村级监察联络员

本报讯（记者 张晶晶） 日前，青田县侨乡进口商
品城团工委成立大会举行。

大会聘任了团建指导员，举行了“青年之家”授牌
仪式，成立了侨博会青年服务队。据了解，我县充分发
挥华侨资源优势，打造了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让其
成为了县域经济发展新引擎。广大青年企业家、青年
干部为侨乡进口商品城的良好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
并在实际工作中增长了才干。在此背景之下，我县决
定成立青田县侨乡进口商品城团工委。

据介绍，侨乡进口商品城团工委的成立，是团组织
手臂在新兴行业的延伸，是主动适应新时代团建工作
需要、科学设置基层团组织的有益探索，是推进党建带
团建、落实基层共青团组织改革省级试点的重要举措，
将切实增强团组织对青年的吸引和凝聚。

接下来，侨乡进口商品城团工委将切实履行好进
口商品城团工委职责，坚持党建带团建，团结凝聚优秀
青年力量；围绕工作重心，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积极推
进团组织的自身建设；在侨乡进口商品城这片干事创
业的热土上，敢于做先锋、当表率，为侨乡进口商品城
发展出点子、献力量，助推“幸福侨乡 美丽青田”建设。

就目前而言，侨乡进口商品城团工委将立足本职
岗位，全身心投入到第二届华侨进口商品博览会暨青
田进口葡萄酒交易会的工作中，有效整合社会、市场、
团内各方面资源，做好统筹安排好志愿服务，并在招商
招展、展馆布置、活动安排、会务后勤、志愿服务、宣传
报道等工作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展现青田志
愿者良好风貌。

侨乡进口商品城
团工委成立

本报讯（记者 舒旭影） 近日，在匈牙利举行的世界
残疾人皮划艇锦标赛中，我县残疾人运动员虞小伟奋勇拼
搏，取得了2020东京残奥会皮划艇项目的首批晋级名额，
成功拿下东京残奥会的入场券。

据了解，虞小伟是阜山人，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
腰以下功能完全丧失，无法独立行走。但他却在残酷的
竞技体育面前，却有着一颗永不放弃的心。凭借着自己
日复一日的努力训练，虞小伟在皮划艇项目上也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2016 年 5 月，在德国杜伊斯堡举行的世界
残疾人皮划艇世界锦标赛决赛中，代表国家队参赛的他
斩获了男子200米冠军。2019年6月，在全国第十届残疾
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中，斩获2枚金牌。此次在匈
牙利举行的世界残疾人皮划艇锦标赛中，虞小伟在KL1，
200 米皮划艇赛事中的以 48.65 秒的好成绩获得了 2020
东京残奥会皮划艇项目的首批晋级名额，成功拿下东京
残奥会的入场券。

奥运会是每一个运动员最渴望的舞台。为了这一梦
想，他们奋勇拼搏、努力训练。虞小伟也是这样一位朝着
奥运会勇往直前的追梦人。他说：“这次拿到东京残奥会
入场券，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
进步，将来有一天能登上世界的领奖台，为国争光，向全世
界展示自己的风采。”

青田籍运动员虞小伟取得
东京残奥会入场券

人 民 更 满 意
“最多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