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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湾召开人大代表主席团专题会议

新街构建工程建设清廉生态圈 一招管用

第三方审计监督 5年省下千万余元

传芳村：“管家式”服务送到家

百村行202052

瓜沥青年干部6分钟微党课竞赛展风采

美丽萧山

陈棋炯：“病毒猎手”赴京奋战21天
■见习记者 魏乐钇 通讯员 王啸虎

本报讯 近日，党湾镇召开人大主
席团专题会议。会议讨论确定党湾镇
第十七届人代会第九次会议议程和日
程，听取 2020 年上半年财政情况报
告，并对2020年6项民生实事工程半
年度完成情况进行督查。

民生工程关乎广大群众利益，镇
人大主席团成员通过实地查看、交流
沟通等方式，充分了解各项民生工程
建设情况，并分别听取了镇平安办、村

建办、农办等部门关于民生工程进展
情况的汇报。据了解，本批民生工程
共计6项，银龄颐养工程、智慧城镇指
挥中心、梅西农贸市场改造均在其中，
工程建设由镇全体人大代表票决产
生，涉及道路建设、环境提升、养老、基
层治理等多个方面。

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陈伟忠表示，
要积极发挥人大监督作用，主动关注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并提出意见建
议，实现监督效果的最大化，确保民生
实事项目顺利推进。

■记者 周婷

本报讯 近日，瓜沥镇组织青蓝工
程学员——机关25名青年干部，举行

“铭历史·看当下·话未来”主题微党课
比赛。

比赛分铭历史、看当下、话未来三
个篇章进行。“铭历史”篇章，学员们从
历史、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实
践，畅谈自己的心得；“看当下”篇章，
学员们结合抗击疫情、垃圾分类、服务
基层、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实际，阐述

对岗位、对工作的感悟；“话未来”篇
章，学员们畅叙未来，表明了执着追求
梦想、脚踏实地奋斗的决心。25名学
员从不同维度谈心得、话感悟、表决
心，展现了瓜沥机关青年干部积极向
上、坚强勤奋、踏实担当的风采，进一
步增强年轻干部的责任感、使命感，激
发大家的担当精神。

经过3个多小时角逐，学员孔高敏
带来的微党课《沥家园——党建引领
下青年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新探
索》，获得冠军。

■记者 汪梦悦 通讯员 宁聚蓝

本报讯 为进一步运用数字赋能
加强清廉治理，做深做细做实清廉村
社建设，近日，宁围街道召开清廉村社

“码上工程”培训会，全体村社监察工
作联络站站长和村社信息员参加。

培训会上，相关技术人员围绕党
员服务管理、村级集体资产、村级收益
分配、村级财务管理、各类补助救助等

“10+X”公开事项系统填报进行了专
题讲解。

“码上工程”是宁围清廉村社建设

的有力载体，“城市小脑”建设的重要
内容，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强力推
手。宁围各村社高度重视、责任到人，
用早载体、用好载体、用活载体，有效
形成“码上工程”知、督、办全闭环管
理。

会议要求，宁围街道作为全区试
点镇街、金二社区作为试点村社，要扎
实开展好试点工作，切实做好示范。
各村社相关责任人员要全面对照工作
要求、讲究工作方法、严格操作流程、
倒排时间节点、注重工作效率，不折不
扣完成现阶段公开信息录入工作。

■记者 靳林杰 通讯员 袁园

“最近屋顶漏水，儿子又在外工作，村
里能帮忙修一下吗？”前段时间，所前镇传
芳村村民李阿姨向村委会反映家中屋顶
漏水，十分钟后，传芳村服务平台工作人
员便到了李阿姨家中，为她修好屋顶，顺
便更换坏掉的灯泡。

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放
心、让群众满意为宗旨，传芳村创建了

“管家式”服务平台，让村民足不出户便
能享受到各种便捷服务。传芳村服务平
台服务队有5名队员，为村民提供磨剪
刀、清洗油烟机、维修小家电、换拉链修

窗帘、屋面渗漏维修、厕所下水道堵塞疏
通等便民服务，帮助村民解决日常生活
遇到的困难。

当“管家式”服务这一乡村治理模式
得到村民认可后，传芳村又制定了自治管
理积分制度，将村民行为细化和量化，如
做好房前屋后的卫生奖励20分，通过积分
兑换服务和物品，促进村庄管理模式持续
推进。记者看到，通过积分兑换来的物
资，能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通过
积分兑换天然气、水电费、共享网络、共享
头盔、共享雨伞、共享农用工具等。未来
村民还可以用积分兑换管家服务以及米、
油、盐、酱、洗衣粉等日常生活用品。

在实施积分管理体系考核过程中，由
村民小组组长、党员代表、村民代表、村三
委代表、社会组织代表、乡贤代表、共建单
位代表共46人组成评议小组，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听取群众意见，实行每月
统计和张榜公布，接受村民全程监督。

“通过实施积分管理体系考核，积分
既是村民的一种荣誉，也可充当代金券使
用，从而调动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
性。”该村负责人表示。

宁围召开清廉村社“码上工程”培训会

日前，衙前镇举行“平安夏季护航行动”启动仪式，全面开展
夏季社会面管控和专项任务冲刺，确保全镇生产生活有序运行。

通讯员 华兴桥 首席记者 龚洁 摄
平安护航

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虽然不在
临床一线，却与病毒面对面拼力

“交战”；他们所在的是一条隐形的
“战线”，面对的是看不见的“敌
人”；他们每天在纷杂的标本中给

“敌人”致命狙击。——他们就是
可爱的防疫工作者。

7月11日下午，历经21天的奋
战，浙江省支援北京市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医疗防疫队三批队伍共50
名队员完成支援任务，顺利返浙。
21 天援京工作，他们圆满完成了
29802份新冠标本核酸检测任务。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名萧山防
疫工作人员，他就是萧山区疾控中
心的陈棋炯，也是浙江检验医疗队
中唯一一名区县疾控系统成员。

人物名片

■首席记者 王慧青

本报讯“翻看近5年的工程‘账簿’，
通过引入第三方审计监督力量，足足为
街道节省了千万余元。”新街街道纪工委
书记童铭兴奋地说。聘请第三方“顾
问”，把好工程资金使用“支付关”，新街

街道仅用这一招，便构建了一个工程建
设清廉生态圈，成为我区清廉工程项目
样板之一。

新街街道作为萧山“东大门”，近年来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卫生、民生实
事、景观提升等项目纷纷上马，平均每年
有50万元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四五十个，
支撑着城镇建设快速发展。

作为纪委监委，如何确保工程清
廉？秉持为民负责态度，2016 年，街道
纪委监委在全区率先实施第三方工程审
计工作，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单位，对工
程建设项目进行审计。“工程项目建设要

经过招标、监理、审计等流程，我们的目
的是针对审计进行‘再监督’，即在内部
审计基础上，再加一道外部‘审计关’，做
深做细末道端口监管，让项目工程建设
资金使用从准确提升至精准。”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

工程审计，就是要让政府花的每一分
钱都有迹可循，并用在刀刃上。与传统工
程审计着眼“大而全”监管模式不同，街道
纪委监委紧盯“工程造价”一环，进行精准
管控，从项目前期建设标准，到后期工程
用量，每个步骤都要求参建单位进行证据
式采集、图像化留档，进一步杜绝工程造

价虚报瞒报。
“工程项目建设‘猫腻’多 ，只有发挥

‘钉钉子’精神，向工程细节‘死磕’，才能
做到审计深入且有效。”项目经理徐一彬
举例说，为审计某河道整治工程是否为修
复还是新建问题，他们翻阅大量历史图
像，精准前后比对，实地考察推理后，最终
拿出大量证据，让建设单位心服口服，不
得不“吐出”多拿工程款，由此为街道节省
了四五十万元。在这样严格监管机制倒
逼下，5年来，施工单位偷工减料事件少
了，设计图纸更细致了，工程造价更精准
了，新街工程建设程序日益完善、施工质

量稳步提升。
引入第三方审计监督力量后，政府监

管的专业性也提高了。“新形势下，工程建
设新型承发包模式层出不穷，纪委干部如
果对工程细节理解把握不深，又怎么开展
深入监管？”童铭说，有了专业工程建设

“顾问”的帮助，不仅可以有效把好最后
“审计关”，在“成本控制”“合理化建议”
“规避风险”“缓解主管部门压力”等方面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今，新街街道通过
紧抓“审计”这一“牛鼻子”，构建了一个工
程建设清廉生态圈，节省下来的千万元资
金又推动了政府民生服务再提升。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金城

本报讯 连日来，南阳街道全力开
展人口普查建筑物标绘和建筑物信息
采集工作，村社普查工作人员开始走
街串巷查看建筑物形状，询问建筑物
信息。

南阳街道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明
确时间节点，坚决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地完成目标任务。通过前期培
训，让全街道普查员对普查工作有进
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掌握了工作流程、

调查技巧等各项业务知识和操作程
序，为普查工作顺利开展奠定扎实的
业务基础。为克服雨天带来的不利影
响，南阳街道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对全街道普查区域进行完整划
分，普查员采取现场勘察、入户访问等
针对性措施，做到不重不漏、无缝衔
接。

下一步，南阳街道将继续依照第
七次人口普查工作进度安排，进一步
完善人员配备，加强组织协调，创新方
式方法，扎实稳步推进人口普查工作。

南阳落实人口普查建筑物标绘及信息采集工作

■记者 盛凤琴 通讯员 洪萍

主动请缨 与队友火速赴京驰援

6月19日上午8点半，陈棋炯刚上班
就收到援京开展新冠病毒实验室核酸检
测工作的消息。一接到驰援信息，他便义
无反顾地主动向单位领导申请，要求加入
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去。短短
一天时间，首支由浙江省11家省级三甲医
院和疾控中心人员组成的20人新冠核酸
检验医疗队集结完成。

6月20日，陈棋炯随队踏上飞往北京
的征程。医疗队携带80箱检测设备和防
疫物资，坚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保检
测质量，超额完成检测量倍增等工作目标。

21天时间，医疗队完成了来自北京新
发地疫区及各大高校、各部委单位共
29802份单检标本的检测任务，所有结果
均及时报告，未发生异常事件。在短短时
间内，使得北大医院的单日检测量达到
7000—10000份，在北京市各大医院里拔
尖。

陈棋炯说：“相较于我们自己单位实
验室的检测标本量来说，援京的检测量是
原来的5倍都不止，最多的一天要完成
5500余份标本检测。我们20名队员分成

4个检测小组，实行24小时轮班制。”
因为整个实验室的操作流程采用流

水线工作模式，且细化到每个岗位和编
号，医疗队又是由来自各个单位的检验人
员临时组建而成，需要磨合沟通。为此，
医疗队一行前后进行了15次工作讨论和
培训。流水线操作让每一名队员都保持
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每个环节容不得出
一点差错，对于每一名工作人员来说是考
验，也是实力的检验。

22小时连轴转 刷新检验最高记录

在历经21天的“战时状态”，在未封城
的情况下，北京成功控制住了疫情。有专
业人士称：“中国控制疫情的关键策略是
积极开展核酸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在疫情背后有着这样一群可爱的人，
陈棋炯和队友们穿着防护服，戴着N95口
罩，戴着护目镜，在实验室里一干至少是
六七个小时。

在抵达后的第一时间，浙江检验医疗
队就签订党员责任书，作为党员的陈棋炯
更是清楚自己的责任所在。整个团队通
力合作，用数据来说话：6月27日，医疗队
在10小时内独立完成西城区卫健委指派
的新发地流行病学史隔离人员样本2000
份，比规定时间提前2小时；6月28—29

日，经过22小时连续奋战，完成了暑假离
京师生紧急标本5482份；7月4日再次提
前3小时完成西城区卫健委指定新发地疫
区人员样本2551份……

陈棋炯说：“印象最深的就是 6 月
28—29日，这是此行检验任务最重的一
天，我们整个团队足足坚守22小时，完成
了暑假离京师生紧急标本5482份，刷新了
浙江检验医疗队现有人员、设备基础上完
成的最高记录。”

全神贯注地工作，让队友们忘记了时
间、忘记了饥饿。每次交班后脱下手套，
大家的手指都会泛白，像是在水里泡久了
一样，摘下防护口罩后，鼻子上总会留下
一道深深的印记，但对大家而言，这些完
全微不足道。

经历过2009年的H1N1流感、2013
年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2017年的登革
热疫情……陈棋炯表示，在防疫工作上也
算是见过“大风大浪”。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陈棋炯所
在的萧山区疾控中心实验中心积极响应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号召，
截至7月14日，累计完成新冠核酸检测样
本11000余份，动态检测量位居杭州地区
区县疾控系统首位，他们在实验室里默默
地守护着萧山人民的平安健康。

陈棋炯和同事正在进行核酸检验标本信息录入 （图片由陈棋炯提供）做好交接班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