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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八家市场参保食品安全责任险

2017年萧山区工人先锋号先进表彰
暨技术比武启动仪式举行 10个市级服务业

和工业标准化建设项目落户萧山

王李超：无臂健儿有双隐形的翅膀
我区举办新任村级防汛责任人培训班

我区建立覆盖城乡的卫生监督网络体系

19

感受“献血状元”的善行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孙诗青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杭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获悉，10个市级服务业和工业标
准化建设项目落户萧山。其中包括5项
服务业地方标准规范制定项目、2项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项目、3项工业标准化试点
项目。

此次获批的10个标准化项目中，《油

漆桌类家具团体标准的制定与质量提升》
《铜基粉末冶金喷撒摩擦片团体标准制定
与质量提升》成为亮点，这也是我区首批
团体标准试点项目。

对不少传统产业来说，在如今同质化
竞争的大背景下，以团体力量来巩固和提
升标准，从而提升产品质量，无疑是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柄“利器”。而这个过
程中，区市场监管局紧贴我区主导特色产

业和服务品牌优势，帮助企业挖掘项目申
报的重点亮点，并先行开展团体标准试点
工作，积极探索团体标准化工作的新模
式、新机制和新路径，分层次、分阶段、分
步骤有序推进。“此举既填补了国家、行业
和地方标准的空白，增加了标准的有效供
给，也为加快推进团体标准化建设提供了
经验借鉴，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区市场
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摄 记者 童志辉

当五星红旗在里约奥运场馆高高飘扬，
他斜着头把花夹住，一脸灿烂面对观众时，
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2016年9月9
日，对于无臂健儿王李超来说，是人生中最
重要的一个转折，在S6级50米蝶泳比赛
中，他摘得一枚宝贵的铜牌。

出生于新街山末址村的王李超，现为
浙江省残疾人游泳队队员。8岁时的一场
意外，让他永远失去了双臂。“刚开始，我连

走路都成问题，经常会失去平衡感，撞得身
上满是淤青。”王李超回忆说，有一次不小
心摔倒在地上，疼得说不出话来，想爬起
来，可是没有手，无法支撑，试着在地上打
滚，还是起不来。最后是用脸把自己慢慢
地从地上一点一点地撑起来。

在痛苦和无助中煎熬了一段时间后，
王李超被爸爸带到一位同样失去双臂的阿
姨家。看着失去双臂的阿姨恬静的微笑，
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回家时他坚持自己爬
上爸爸的摩托车。“李超，以后你的脚就是
你的手了！”当时爸爸的这句话，至今让王
李超记忆犹新。

慢慢地，王李超学会了用脚自理生活，
也尝试着走出家门。“2007年，一次机缘巧
合，我走上了游泳之路。第一次站在游泳
池前，害怕得双脚发抖。”当王李超第一次
试水时，没有双臂的他不知所措，在水中拼
命挣扎，呛了很多口水。教练赶紧把他抱
起来，一边给他拍水，一边安慰着：“别怕，
坚持下来就会好的。”

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后，王李超终
于站上了世界级领奖台。提起训练的日子，

年逾半百的尹教练泪眼朦胧：“王李超这孩
子太苦了，这奖牌来得太不容易了。”大家
每天训练6小时，要游近5000米。王李超
没有双臂，游泳全部靠腿完成，腰和脚酸痛
得不得了，几乎到了训练的极限。但每次休
息间隙，王李超不是泡在泳池里加练，就是
在泳池边练习蹲跳，实在疼痛难忍时，才找
教练按摩身体舒缓一下。

提起游泳，王李超眼神亮了，他说游
泳就是上帝为他打开的那扇窗。在蔚蓝
的泳池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海豚，时
而跃出水面，时而沉入水底。提起奖牌，
王李超非常坦然：“别人用手做的事我用
脚做，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现在正
在备战6月全国游泳锦标赛的他，还有一
个更大的梦想：冲刺2020年东京残奥会
金牌。

■刘勇华 区政法委副书记

晚上，我们一行人来到城厢街道崇
化社区走访。走进居民老冯家中，虽然
房子面积不大，但是看起来宽敞明亮干
净，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提起老冯，我
也算早有耳闻，几年来共计献血8万多毫
升，是萧山出了名的“献血状元”。见我们
来了，老冯拿出几张献血记录给我们看，
这是他自己每次献完血后做的笔记，日
期、献血量、地点、献血品种和次数都一一
详细记录在里面。他告诉我们每当挽起
袖子，看到鲜血从体内流出的那一刻，他

就感觉人活着不仅是为了自己，能够救助
他人的生命，让他活得更有价值，他这种
无私奉献的精神使我肃然起敬。他还提
出，美德标兵医保报销问题他已经提出申
请，但进展比较缓慢，对这个问题，我们做
了详细的记录。

老冯的事迹深深感动了我，他是一
名普通群众，却真正在用“榜样的力量”
验证着善的力量。汉代政论家王充在
《论衡》中曾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
失者在草野。我想只有经常深入基层调
研走访，直接面对面地和老百姓打交道，
才能真正切切了解民间疾苦，有针对性

地为人民排难解困。只有在做决策之前
多听多尊重基层群众的意见，才能确保
决策不出现大的偏差和纰漏。作为一名
党员干部，我们更应该以“如履薄冰、如
临深渊”的敬畏心态，加倍珍惜为群众服
务的机会，深入基层，关怀民生，律己正
人，做践行群众路线的楷模。

■记者 杨颖 通讯员 瞿波

本报讯 昨日，2017 年萧山区
“弘扬工匠精神、建设美丽萧山”工人
先锋号先进表彰暨职工技术比武启
动仪式在区老年大学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
主席李金达出席活动，区人社局、区
经信局相关领导参加活动。

李金达对区总工会、区人社局、
区经信局在去年的工作中围绕“服务
G20、奉献在一线”，合力为推进“三
化联动”，打造现代化国际城区作出
的贡献予以肯定。他对接下来的工
作提出三点要求：立足本职工作，发
挥工会组织优势；弘扬工匠精神，鼓
励职工积极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唱响时代主旋律，传递“劳动最
美”的正能量。

仪式上，还表彰了一批区级“工
人先锋号”优秀车间（班、组）、第八
届“金齿轮奖·杰出职工”、以职工名
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等先进单位与
个人。

最后，李金达宣布 2017 年萧
山区职工技术比武启动。维修电
工作为今年首场比武，共有来自全
区各企事业单位 55 位职工参加。
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将被授予区“第
十四届技术能手”称号，并享受由
区总工会发放的为期两年的工会
特殊岗位津贴；比武理论实操双合
格的选手，将获得该项目高级工资
格证书。

■记者 龚洁 通讯员 陈渊

本报讯 日前，我区举办2017年
新任村级防汛责任人培训班，邀请省
防汛防台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陈烨兴作专题培训，全区各镇（街）水
利员及新任村级防汛责任人等300
人参加培训。

陈烨兴从天气趋势和气候条
件、洪涝台旱灾害防御、人员转移
避险、基层防汛防台体系建设等方
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讲析，具有很
强的操作性、实用性和指导性，使

参训人员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学习，
进一步掌握了防汛防台的基本技
能，有利于着力推进村级防汛防台
体系建设。

每年的6月15日至10月15日
为我区的主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
今年我区总体气候情况是，出现灾害
性天气事件的可能性较大，气候年景
总体偏差，主汛期雨量总体偏多，暴
雨洪涝灾害偏重，台风影响强度偏
强，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局
地强对流灾害天气偏重，防汛防台形
势较为严峻。

■首席记者 施丹丹 通讯员 葛少卿

本报讯 昨日，全区卫生监督协
管工作会议召开，总结部署相关工
作。记者从会上获悉，近年来，我区
切实加强卫生监督协管员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
卫生职能作用，逐步建立健全了覆盖
城乡的卫生监督网络体系。

为完善我区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切实提高卫生监督协管员工作能力，
近年来，区卫生监督所开展了多项举
措。其中，从2015年起，专门启动了
专职卫生监督协管员定期集中工作
制，要求全区专职卫生监督协管员分
别到区卫生监督所和下属工作站集
中办公，协助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开展
打击非法行医以及监督医疗卫生、饮

用水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
等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同时，区卫生监督所还积极发动
各镇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分中心
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示范点创建
工作。我区2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或分中心均成立了由一把手负责的
卫生监督协管领导小组，设立了卫生
监督联络室，配备了一名专职卫生监
督协管员，有效维护了当地老百姓的
健康权益。

据悉，今年，我区卫生监督协管
工作将继续深化，通过强化业务培
训，进一步完善协管队伍建设，规范
卫生监督协管工作。同时，将扎实推
进协管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信息化
手段开展协管工作，进一步提升协管
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记者 郭立宏

本报讯 近日，区市场服务中心
组织德圣、市北、江寺桥等八家省放
心农贸市场参保食品安全责任险，这
一举措有效地分散和转移农贸市场
食品经营风险，为食品安全再上一道
保险。

新《食品安全法》提出“国家鼓励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参加食品安全责
任保险”，在这一制度下，区市场服务
中心开始在各市场试行推广食品安
全责任保险。

据了解，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是

以出现特定食品安全事故时，被保
险人需向消费者等第三方承担的赔
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的特殊责任险
种，是一种有效转移、化解风险的
方法，为确保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下一步，区市场服务中心将逐步
扩大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覆盖范围，并
在市场重点经营行业开展此项工作，
努力建立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
制、事后理赔服务相统一的食品安全
风险管理机制，有效降低市场运行当
中出现食品安全事件的压力，为建设
和谐平安市场提供保障。

■见习记者 李小荣 通讯员 吴贞科

本报讯 近日，由区妇联、闻堰街
道妇联主办的“小手拉大手，共护母
亲河”活动暨“传承好家风，感恩母亲
节”亲子护水行动在湘湖定山广场举
行。区妇联、区剿劣办、闻堰街道相
关领导，以及来自100组家庭代表参
加活动。

活动中，各组家庭陆续在《家庭
护水公约》承诺牌上签名。歌曲《梨
花又开放》拉开演出序幕，以“剿灭劣
Ⅴ类水”为主题的快板、情景剧等精
彩节目，以及护水公益活动感悟分
享、治水护水知识问答等互动活动，
为我区打赢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

助力呐喊。时值母亲节来临之际，弘
扬孝敬父母，倡导家庭和美、邻里和
睦、人际和谐风尚，也成为本次活动
亮点。活动最后，各组家庭拿起盆中
的鱼苗到湘湖放生，旨在以生物治理
方式净化水质。

据了解，自剿灭劣Ⅴ类水启动以
来，区妇联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
召，依托组织优势，迅速行动，着力

“快”“全”“实”三字诀，动员全区百万
家庭参与到剿灭劣Ⅴ类水活动中来，
努力当好“宣传者”“践行者”“监督
者”，立足家庭，传递正能量；拓展外
延，展示铁娘子智力；深入引领，小手
推大手，推动剿灭劣Ⅴ类水向纵深推
进，展示铁娘子的“剿劣”担当。

区妇联开展“小手拉大手，共护母亲河”活动

■通讯员 王超 首席记者 周喆

本报讯 日前，临江污水处理
厂党支部组织“党员进校园”活
动。党员走进河庄街道钱江中心幼
儿园，开展了一次水环境保护教育
活动。

党员通过各种有趣的提问，来吸
引小朋友的兴趣和注意力，并结合精

美的卡通PPT、视频和儿歌，使小朋
友了解我们生活、生产、景观使用中
都会产生污水，而产生的污水则会对
土地、庄稼、植物、动物以及人类活动
带来影响。党员还向小朋友们展示
了污水处理方式，讲述在污水处理过
程中工人的艰辛和汗水，呼吁小朋友
们节约用水，从现在做起，共同为绿
色环境出力。

临江污水处理厂党员进校园

■记者 王慧青 通讯员 吴小苗

本报讯 自3月24日，全区食品安全
排雷“百日攻坚”行动打响以来，在前期全
面摸排、分析突出问题的基础上，目前已进
入集中整治关键时刻，对摸排出的风险点
进行整顿治理和定点排雷。截至目前，全

区共查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55起，查处关
停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15家，行政立案
39起，罚没款共计110.71万元，成效初显。

在这一过程中，全区各有关镇街平台、
部门的协同努力，共出动执法人员864人
次，巡查食用农产品种养殖基地、初级水产
品养殖基地、重点品种生产企业（包括餐饮

具集中消毒生产单位）、农贸市场、食品批
发市场、屠宰场点等共计上千家。此外，各
镇街平台发动参与隐患排查网格员2307
人，网格员上报隐患数282个；发放张贴

“百日攻坚”行动通告、禁限用农药公告、标
准化模式图、食品安全宣传手册等资料共
计15000份。

食品安全排雷“百日攻坚”查处违法行为55起

昨天上午，由区总工会主办的2017年萧山区维修电工技能比武在区老年大学举行，比赛分为实际操作和
理论考试两个部分，共有55名电工参加角逐。 记者 丁毅 通讯员 瞿波 摄维修电工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