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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莲城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驻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工作人员招聘通告
因工作需要，
现公开诚聘公司驻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工作的大堂服务员若干名：
招聘条件：女性，
年龄 35 周岁以下，
高中以上（含）学历，
工资待遇和现有的工种同等。
报名时间：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3 月 31 日止，携带近期一寸彩色照片一张、身份证和学历
证书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到中国银行青田县支行报名。

CN-33Q 第 007 号

地 址：
青田县新大街 66 号综合管理部(七楼或六楼）
联系人：
虞先生、
周女士
联系电话：
6823590、
6821820

一图一卡一册 全面摸清底数
瓯南街道 100%完成侨情调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林园园） 连日来，
瓯南街道侨情调查组深入辖区内各大
社区村居，开展侨情调查工作，为答好
“涉侨疫情防控”
附加题打牢基础。
在水南村，侨情调查组工作人员拿
着村（社）区块示意图，在前期排摸的基
础上，对部分未联系到位的住户进行再
排查、
再摸底。据悉，
侨情调查工作开展
以来，瓯南街道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
积极部署，并利用 3D 地图，制定村（社）
区块示意图，
以辖区居民楼为单位，
划分

若干区块，各小组认领一区块，责任到
人，
排摸任务可视化，
方便快速推进。
为了确保每家每户全部走访到位，
工作人员提前根据每幢楼层情况，绘制
工作表格。
“有侨胞的话，我们会在表格
中打勾，没有就会打叉。如果无人应答
的话，我们就写个无，这样下次我们过
来的时候就会知道哪户是已经走过的，
哪户是没有走过的。”江南实验学校志
愿者陈丽瑶表示。
同时，在每幢居民楼门口，工作人

员还会张贴一张温馨提示卡，将村（社）
调查防控群二维码、干部联系方式明确
告知，便于未排摸到位的住户，回家后
及时联系排摸责任人，减少重复上门次
数，节省排摸人力和时间成本。
“居民们
看到这个通知，就会扫码了解情况，从
而让更多的人知晓并参与。
”陈丽瑶说。
此外，
瓯南街道还编制了《侨情调查
操作实用手册》，
梳理海外侨胞回国健康
信息预申报平台填报流程和常见问题，
明确重点信息填报要求；及时对调查队

伍开展培训，
一对一指导住户填报；
并通
过调查防控群下发手册电子版，方便住
户转发和随时查阅，
提高填报准确率。
“一图”加速排摸进度，
“一卡”便于
及时联系，
“一册”确保数据精准。
“瓯南
街道人口密度大，不少村（居）房屋地形
相对复杂，为了不漏一人、不漏一户，走
访到位，我们制定‘一图一卡一册’工作
机制，确保全面摸清底数。”瓯南街道团
工委书记贺启发表示，截至目前，该街
道已 100%完成侨情调查工作。

微信面对面 服务不见面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极推广线上办理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叶春笼 通讯员 曾
慧慧） 近日，远在意大利的青田华侨尹
女士通过“微信服务”模式，与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办
理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手续。
尹女士常年旅居意大利，由于已经
到了退休年龄，原本打算近期回国一
趟办理退休相关手续。但因受疫情影
响，她近期不打算回国。在为难之际，
得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了
“微信服务”模式，于是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添加微信号咨询办理流程，在工

作人员吴智妙的帮助下，没花几分钟
就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完成了退休受
理的相关操作。
与尹女士一样，旅居西班牙的陈女
士也通过“微信服务”模式完成了生存
认证。陈女士说，眼下返乡之路存在很
大的感染隐患，许多华侨都会选择居家
隔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这次
推出涉侨服务通道，让华侨在异国他乡
也能轻松办理业务，极大地减少了在外
华侨想要回国办事的忧虑。
除了“微信服务”模式，该局还根据

海外来电咨询业务情况，第一时间推出
一目了然。同时，推出“量身定制”微信
“微信面对面 服务不见面”涉侨线上服
“面对面”的办理模式，让远在海外的侨
务通道，共推出了 6 个业务微信号，方便
胞们可以轻松办理业务。
海内外青田同胞进行线上交流，轻松办
自 2 月份以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理社保业务。
保障局通过“网办”和“掌办”开具社保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期间， 证明 806 件、预约申领社保卡 184 件、社
考虑到海外侨胞的办事需求，他们本着
保卡信息变更 236 件、办理待遇资格认
防控疫情和服务群众不松懈、不松劲的
证 1058 件，企业在网上办理增员减员
态度，积极推广“网办”
“掌办”线上办理
4843 件 ；6 个 微 信 号 共 接 待 人 员 1530
模式，并筛选出高频办理热门事项，编
人，已接受侨胞微信线上咨询 1218 件，
制热门事项在“浙里办”和“浙江政务服
累计为侨胞办理业务 579 件。
务网”中办理的操作流程手册，让群众

我县山海协作工作
荣获省市“双优”
本报讯 （记者 林园园） 近日，省山海协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通报了 2019 年度山海协作相关工作考核及绩效评
价结果，在生态类产业园绩效评价中，青田—平湖山海协
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获评优秀。
近年来，青田与平湖的结对发展表现突出，取得的
成绩有目共睹。自结对以来，两地通过资金帮扶、产业
协作、干部互派，培养了浓厚的“山海情”。其中，青田
借助平湖接轨上海资源优势，从“问海借力”到“精准发
力”，两地共建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依托青
田山水、石雕、侨乡等资源，融合平湖的人才、资金、技
术等优势，已绘制好产业园五年蓝图，计划总投资约 60
亿元。
青田—平湖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由一园五
点三带”组成。其中“一园”作为核心区，位于县油竹街
道、山口镇，东至东赤大桥东侧，西起石郭隧道口，南延千
丝岩，北至青田中学食堂外，规划面积约为 3871 亩，承载
历史文化旅游区、中国石雕文化产业集聚区、世界雕刻石
集散中心、五星级商品交易市场等功能区块。
“五点”包括
环太鹤湖旅游开发、章旦都市农业公园、阜山中欧田园综
合体、仁庄花样华侨小镇、方山农遗地球村等项目。
“三
带”包括滨水休闲旅游带、石雕文化风情带、侨乡风情商
贸带。产业园总投资 44.28 亿元，已于 2017 年 6 月份通过
省联审联评，
成为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
此外，近日，市深化山海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了
2019 年度各县（市、区）山海协作工程考核结果，青田县在
综合考核中获优秀等次，排名第一，这是我县连续两年获
此殊荣。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为
复工复产开通“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 林园园 通讯员 项敏 吕叶晓） 近
日，意尔康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通过电话预约申请公司
厂房的不动产变更登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通过云平台
等渠道，
顺利为该企业办理了相关手续。
去年 5 月，意尔康股份有限公司一处厂房发生大火，
经过审批后在原址上进行重建，意尔康公司准备以重建
的厂房向银行抵押贷款，希望不动产登记部门能提供便
利以缓解公司资金压力。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在了解情况后，通过云平
台预审查了意尔康股份有限公司及工商银行工作人员提
供的资料，组织受理、审核、发证工作人员，完成意尔康股
份有限公司原有抵押登记、原不动产权证的注销登记，并
重新对新不动产权证及抵押申请进行登记，办结后意尔
康公司和工商银行工作人员凭健康码到不动产登记“绿
色通道”窗口核验身份和资料，同时领取了相关证件。原
本承诺 5 个工作日办结的工作，
当天办结。
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积极响应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的决策部署，
利用大数据为群众、
企业办理不动产
登记提供“云服务”。目前共已受理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
168 件，涉及抵押金额约 2.25 亿元，受理抵押注销登记 140
件。

连日来，县治水办联合丽水市生
态环境局青田分局对我县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终端开展应急抽测，密切监控
疫情防控阶段农村生活污水排放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
同时，我县还完成了首轮对季宅、
海溪等 9 个乡镇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的出水采样及监测，确保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不断提高
出水达标率，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水平。
徐佳佩

愚公生态农场
抢抓农时忙孵化

破传统陋习 树文明新风
章村乡新时代文明实践助力乡村
“善治”
本报讯 （记者 章一聪 通讯员 雷
小倩）“从这里开始铺红地毯走向婚礼
舞台，两边摆上立式粉色花盆……”近
日，在章村乡小砩村文化礼堂内，村民
王先生正在和他的婚礼策划师设计着
自己 6 月份的婚礼现场。这是自小砩村
重新设定村规民约，推行移风易俗改革
以来，第一场在小砩村文化礼堂预定的
活动。
据悉，自疫情发生以来，章村乡小
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被赋予了新的
使命，它不仅是疫情监管、消杀的作战
军，更是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的打头兵，
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新风尚”。

“我们新的村规民约规定丧事必须
在文化礼堂办理，提倡喜事在文化礼堂
办理，丧事席面一般不超过 3 桌，简约办
理婚丧喜庆等事宜。”小砩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站长刘东平告诉记者，近期，
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服务队成员走村入
户，向村民们宣传、提倡“丧事简办、婚
事延办、余事不办”的理念。为更好地
做好移风易俗工作，该村还将把移风易
俗作为重点列入了新的村规民约中。
目前，全村 305 户村民已签订《移风
易俗承诺书》，以实际行动破旧立新，移
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风尚。
“清明节快到了，请你们不要焚烧

纸钱，
用鲜花文明祭祀。
”3 月 25 日，
小砩
上下破传统陋习、树文明新风。和解队
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风队志愿者忙
则是由在村内有威望、有信服力的党
着将一张张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
员、乡贤、村民组成的矛盾纠纷调解工
宣传单发放到每一个村民手中，倡导村
作队，发挥其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
民以文明的方式开展祭祀活动。而另
人民自主化解矛盾纠纷。
一边，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和解队志愿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是乡村治理现
者也不甘落后，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 代化的过程中的重要抓手，为乡村‘善
问题村解决”的理念，成功调解一起户
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章村乡宣传委
宅基地民事纠纷。
员殷泳麟表示，下一步，小砩村将开展
记者了解到，
“新风队”与“和解队” “树新风 倡文明 乡村治理我践行”评
是小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按照因人
比活动，不断优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而异、因事制宜的原则成立的两支志愿
动，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新
者服务队，新风队是以年轻人为主力军
格局。
的志愿者队伍，旨在以新思想引导全村

本报讯 （记者 吴楚楚）“这些都是今天刚从池子里
抓上来品质比较好的田鱼，现在要将它们按品种分类，然
后放到桶里进行配种。”3 月 25 日，在青田愚公生态农场，
青田愚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冠洪正忙着挑选优
质田鱼，
为接下来的田鱼配种、孵化做准备。
据徐冠洪介绍，田鱼苗孵化的适宜温度不能低于
15℃，因为天气原因，一般田鱼苗适合在四月份中下旬开
始孵化。但是由于水稻的种植季节也是这段时间，刚孵
化出的鱼苗无法立即放入稻田中进行“稻田养鱼”种养模
式。
“田鱼苗孵化出来后，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长大，
长大后才可以放入稻田中，所以正常的田鱼苗孵化往往
不能供应当季的‘稻田养鱼’
种植。
”徐冠洪说。
为此，为了在水稻种植季节能给顾客供应上田鱼
苗，徐冠洪在自己的农场里建立了一个玻璃房，专门用
于田鱼苗孵化。
“ 这个时间段，室外白天温度高夜里温度
低，而玻璃房能保暖，夜里的温度会比室外高出一些，适
合田鱼苗的孵化，能够让我提早开始田鱼苗孵化工作，
解决这个季节田鱼苗孵化温度不适宜的难题。”徐冠洪
表示。
“现在已经有一批田鱼苗孵化出来了，还有一批正在
孵化中。有了玻璃房后，今年的田鱼孵化率将会比去年
多一倍，预计会有 1 亿尾田鱼苗。”徐冠洪表示，现在正是
早稻种植季节，已经有许多顾客电话购买田鱼，等过两个
月玻璃房里新的田鱼苗长大后，将能够供应中稻、晚稻，
以保证顾客需求不断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