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瓯海》编辑部：瓯海区行政管理中心五号楼四楼 邮编：325041 承印单位：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投递单位：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

主编:董宝生 编辑:陈婵娟 陈如 电话:88534659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综合新闻

曾瑞华开展登革热防控工作督查

清积水 灭蚊虫 攻顽疾
本报讯 （记者 张闻哲）

9 月 26 日，区委副书记、区
长曾瑞华率队开展登革热防
控工作督查，强调要集中力
量攻克环境卫生顽疾，层层
分解任务，层层抓好落实，
同心协力打赢登革热防疫攻
坚战。副区长王晓康参加督
查。

不打招呼，直查现场。
曾瑞华一行赴娄桥街道前园
村，以明查暗访相结合的形
式，实地查看各卫生死角积

水清除和沟渠蚊媒消杀等情
况，并走访群众了解防控详
情，当发现一些防控措施有
误时，当场要求整改到位。
曾瑞华指出，今年是登革热
流行的大年，但登革热是可
防可控的，预防登革热最有
效的措施是防蚊灭蚊，清除
蚊虫孳生地，尤其是积水的
盆罐、水潭。各镇街和相关
部门要做好全方位的防控措
施，翻缸倒瓮，清理房前屋
后积水、家中杂物以及卫生

死角等，防止蚊媒孳生。要
加大人员配备，层层分解任
务，层层抓好落实，连续开
展清垃圾行动，做到防控、
消杀全覆盖。

随后，督查组在区卫健局
召开座谈会。曾瑞华强调，当
前防控形势严峻，各街道、各
有关部门要思想上再重视，将
登革热防控和环境卫生整治
工作作为当务之急，不能有丝
毫麻痹思想和懈怠情绪，要全
面投身到“清垃圾、除破烂”美

丽瓯海全域行动中来，对标
省、市防控标准，狠抓工作落
实，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在举措上要再加码，集中
力量攻克环境卫生顽疾，齐动
手、清积水、灭蚊虫，室内室外
清扫清除彻底，确保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要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入户宣传等多种形式，挨
家挨户发放宣传单以及防蚊
药水，提高群众防治知识知晓
率和参与度，同心协力打赢
登革热防疫攻坚战。

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任命林照光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本报讯 ( 记者 许凯光 胡
思怡 )9 月 25 日，区九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宏儒，副
主任王素贞、李康、王国华、周
霞光、胡明德出席会议。区委
副书记、区长曾瑞华等应邀列
席会议。

会议通过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坚定扛起新时代使命担
当，加快打造温州中心城区西
南主门户的决议；听取并审议

区人民政府关于2019年上半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19年上
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区
人民政府关于养老体系建设
情况的报告和水资源保护与
利用情况的报告、区人民政府
关于贯彻实施《温州市物业管
理条例》情况的报告；听取区
人民检察院关于侦查监督工
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
等。会议经表决，任命林照光

为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免去潘
小林、张伟的区人民政府副区
长职务，接受黄文献辞去区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的职务。会议还通
过了相关人事任免。

吴宏儒强调，人大代表要
坚定扛起新时代使命担当，做
好组织发动，在西南主门户建
设中发挥桥梁纽带、引领示范
作用，带头贯彻落实区委战略
决策，积极围绕西南主门户建

设建言献策。区政府要高度
重视经济运行监测工作，对经
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努
力实现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
发展；要充分认识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发挥好
政府在规划指导、市场培育、
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五水共治”的
工作力度，加强《温州市物业
管理条例》执法检查。

““向国旗敬礼向国旗敬礼””

“最多跑一次”改革向纵深推进

我区招投标实现全程“一网归集”
本报讯（记者 叶斯斯）

“原来要跑 6 次，现在只要登
陆电子交易平台输入信息，招
标备案、招标登记发布等流程
均可通过网上办理，大大节省
企业的人力和时间，真正实现
了最多跑一次。”来自温州嘉
宇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张维祥为我区推出的
招投标“一网归集”点赞。

早在 2017 年初，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开始上线新版
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并逐步开
发相关功能，如网上办理保证
金、自动退付保证金并实现计
息、网上申请专家抽取、网上
招标备案等。到2018年年底
开始推行工程招投标“一网归
集”，将招投标全过程事项和
相关单位职能纳入全流程电
子招投标系统，实现全程招投

标各参与方，包括招标代理均
只需“最多跑一次”。

从实际效果来看，启用电
子化操作，可在实现精简手续
材料、减少跑腿的同时，大大
缩短招标备案和公告发布等
环节，节约项目成本。以项目
工程招投标为例，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工程交易科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近日刚刚完
成全流程电子招投标的瓯海
生命健康小镇创建AAA级旅
游景区改造提升工程设计与
施工总承包项目，完成了项目
登记、备案、招标文件上传、场
地安排和公告发布，前后仅用
时 2 个多小时。当晚工程招
标文件就在网上发布，有效提
高后续环节效率。而在过去，
招标代理需要先后跑主管部
门和交易中心现场办理，整个

流程一般需要三到五个工作
日。

同时，通过电子招投标系
统，投标单位无需打印招标文
件、标书等材料，以数据电文
形式完成全过程交易，流程结
束后即可完成电子档案自动
归档，既减轻了企业投标成
本，又提高了招投标办事效
率。今年以来，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共为投标单位节省办
公费用200多万元，惠及投标
单位500多家。

我区还积极推行投标担
保方式多样化，并实行保证金
和利息自动退还。目前，保证
金现金比例已经从2013年的
100%降低到 5%以内，全年可
累计为投标企业释放现金保
证金25亿元。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工程交易科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保证金收退环节，
投标企业缴纳保证金只需通
过网络渠道打入保证金账户，
发布中标通知书后系统将自
动退付本金利息，1 至 2 天即
可到账，与以前收退保证金要
两次跑到中心办理相比，有效
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和时间成
本。截至目前，已自动退还保
证金6.33亿元。

据悉，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是我市率先实现全程“最多
跑一次”和“无纸化”的县（市）
区级平台。截至目前，已实行
全流程、无纸化项目42宗，成
交金额 18.61 亿元。下一步，
我区将计划开发“不见面开标
系统”，最终实现投标人一次
也不用跑，将“最多跑一次”改
革向纵深推进。

市民监督团直击
三维桥桥下乱象

摩托车占位形成
小型“劳务市场”

本报讯（记者 张闻哲 王斌）
近段时间，有居民反映，三维桥桥
下乱象令人堪忧，严重影响城区
形象。日前，温州市广电市民监
督团瓯海分团实地走访三维桥桥
下，直击城市发展中的“乱象”。

三维桥是市中心通往我区的
主要道路之一，也是我区的一大

“门面担当”。当天下午3时，位于
雪山路与过境路交叉路口的三维
桥桥下，市民监督员发现十几台
摩托车随意停放在人行道上，摩
托车上挂着装修工具，包括锯齿、
水泥搅拌盆等，由于这些摩托车
占据桥下人行道公共空间，行人
经过此处只能选择绕道通行。这
些摩托车的车主是谁？为什么可
以肆意停放？监督员带着问题开
展督查。据周边居民反映，这个

“劳务市场”每天上午7点开始营
业，直至下午5点才散场，当他们
没接活的时候，就会到周边的公
园玩扑克，摩托车就随意停放在
此，造成居民出行不便。

三维桥桥下乱象不止如此，
监督员汪克华指着不远处的桥墩
说，“路当中竟然停着一辆自行
车。”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辆公
共自行车突兀地出现在车海中，
任由周边来往的车辆穿梭不息。
在桥下的角落，还发现一些满身
灰尘的“僵尸摩托车”“僵尸公共
自行车”长期占用空间，无人问
津、无人管理，存在视觉盲区，很
容易发生事故。

在全区推进环境整治步伐
中，昔日许多“脏乱差”的空间得
到有效改造，如今成为了老百姓
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停车场、运动
场、百姓舞台等应运而生。如此
一比较，三维桥桥下目前状况的
确拖了后腿，这让周边居民烦恼
不已。监督员希望相关部门联手
整治桥下乱象，提升我区公共空
间环境品质。

百人百人监督团监督团
在行动

（上接第1版）大刀阔斧抓好出
租房、消防、停车秩序等整治。

王振勇强调，登革热防控
工作要突出全员防、全域防、
重点防，要强化力量投入，区
卫健、疾控等部门力量要下
沉、驻点督导，充分用好民兵
力量冲锋在前，加强积水点、
垃圾点大清除和蚊虫大消杀力
度。环境整治和社会治理工作
重点要做好消防生命通道畅
通、“清垃圾、除破烂”专项行
动和五乱治理，要雷厉风行整
治停车无序和违章占道行为；
要加强入户宣传，发动群众主
动参与垃圾清理，将暴露性生
活垃圾清理到位；要提升综合
执法、新居民、消防等部门服
务意识，把“我为镇街办实
事”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实
践，切实加大部门对街道的帮
扶和整改指导，凝聚合力共同
做好梧田街道社会治理和环境
整改等各方面工作。街道要以

“建设新梧田、打造桥头堡”为
目标，坚定扛起使命，结合当
前实际开展街道、村居力量大
调整，实现重点区块重点管
理，以强悍的士气与魄力争当
我区城市建设管理的龙头标杆。

本报讯（记者 李程 见习记
者 林朝阳）9月27日，区“向国
旗敬礼”活动暨庆祝中国少年
先锋队建队 70 周年主题活动
在温州大学附属茶山实验小学
举行。

庄严的升旗仪式为活动拉
开了帷幕，全校师生在国旗下
齐唱国歌。踩着坚定有力的鼓
点，少先队仪仗队队员迈着整
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进行庄
严的少先队队旗出旗仪式，全
体少先队员重温誓词，发出郑
重承诺。随后，文艺汇演精彩
亮相，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少先队员们用自
己的方式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
热爱。 林朝阳林朝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