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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越城政协“请你来协商”支招建言

□本报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边鸿昌

同心抗疫同心抗疫 化危为机化危为机
江山政协“请你来协商”走进企业

联谊报讯 外向型纺织服装企业现
状如何？如何应对疫情影响？为更深
入了解纺织服装企业的现状和企业复
工复产以来的生产销售情况，日前，江
山市政协将“请你来协商”会场搬到了
浙江健盛集团江山针织公司。

当天，围绕“你我同心 化危为机”，
8位纺织服装企业家和市政协委员一
起，与 17家部门、金融机构等负责人协
商座谈。

“今年以来，我市纺织服装行业总
体下行，受退单、减单、停单、原材料供
应不足等因素影响，大部分纺织服装企
业订单降幅达 30%以上……”市健康生
活产业服务小组办公室主任徐元安首
先介绍了全市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情况，
并指出了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企
业发展信心受挫、扶持政策效应下降
等。

“全球疫情蔓延导致外贸订单减
少，不少企业在制度和战略上做了重大
调整，越来越重视内销市场，建议政府
在疫情防控期间对特殊行业（劳动密集
型）企业员工开展带薪培训，培训费用
由财政承担；针对外贸和劳动密集型行

业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金融机构要加快
企业融资办理速度。”市政协常委、浙江
健盛集团江山针织公司总经理姜风说，

“感谢‘请你来协商’平台在这个特殊时
期给企业带来信心，让我们能面对面与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沟通交流！”

“前期出台的一些战‘疫’优惠政策
6月份就要到期了，希望继续延长企业
社保返还或减免政策。”“污水处理费保
底收取，无形中增加了疫情防控期间的
企业负担，建议取消保底，按实缴纳费
用。”“一些惠企政策门槛太高，如技改
补助，要求实际投入 300万元以上企业
才能享受，小微企业无法享受。”“企业
使用搭桥专项资金只限同一银行，希望
可跨行转贷。”“因疫情影响，企业货款
回笼周期延长三倍左右，建议金融惠企
政策加大利率优惠，加快贷款办理速
度。”……围绕主题，委员和企业代表们
争相发言。

针对这些建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
一作了回应。市府办负责人表示，针对
企业蒸汽补助申报，要求开发区由原来
整批兑现调整为企业即报即批即兑。
市财政局负责人介绍，搭桥专项资金跨

行转贷政策即将出台，企业有这方面问
题可以直接和他联系。市农村商业银
行负责人表示，企业如有资金方面的需
求，可以开通绿色审批通道，直接上门
服务……

“企业是江山经济发展的基础，企
业兴，则经济兴、江山兴。”市政协主席
郑朝基听取委员和企业代表建言后说，
今年企业尤其需要政府部门的帮扶，部
门服务要让企业有感觉、有温度，要完
善惠企政策落实机制，努力当好政策传
递的“宣传员”、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确保各项惠企政策真正落地。要注重
收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的意见建
议，结合企业实际，细化完善实施方案，
让惠企政策真正为企业所用，保障纺织
服装产业健康发展。

本次“请你来协商”活动，市政协通
过钉钉群同步直播，组织政协委员和纺
织服装企业共同参与“云协商”，近 300
名政协委员和企业代表全程和主会场
互动留言，并通过文字弹幕的形式与相
关部门协商交流。直播中，共收到有价
值的意见建议152条。

通讯员 曾轶 本报记者 郑锐

破解履职“冷热不均”现象

海宁政协开出两张履职清单海宁政协开出两张履职清单
联谊报讯“参加一次政情通报会，

提交一件提案，撰写一篇社情民意信
息，听一堂（次）培训课程，参加专题协
商活动有一次现场发言……”近日，海
宁市政协259名委员收到年度政协委员
履职“八个一”基础清单内容和委员履
职“争先创优”竞赛清单。委员们通过
这两张清单，清晰地知晓哪几项是必须
做到的“基本作业”，哪些是“附加题”，
是可以加分的项目。

在今年的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闭幕会上，市委书记朱建军对全体政协
委员提出了奋力做好践行新思想的政
治答卷、落实新目标的发展答卷、服务
新期待的民生答卷、展示新样子的作风
答卷的“四张答卷”的要求，市政协党组

认真研究，在充分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
上，出台了委员履职清单。

“‘八个一’基础清单是对每位政协
委员年度履职的基本要求，‘争先创优’
竞赛清单是优秀委员评选的主要依
据。”市政协副主席史丹夫说。

“压力蛮大的！”市政协常委吕正华
直言，做到“八个一”是基本，“竞赛清
单”是努力的方向。党员委员顾煜峰
说：“新时代新要求，作为一名党员政协
委员，更加要带头树立‘争先创优’的意
识，积极履职尽责，反映社情民意。”

委员履职作业清单上的内容完成
得好不好，也直接关系到各界别的年度
评优评先。市政协医卫界召集人朱炬
拿到两张清单后，立即组织委员进行了

学习，要求界别委员完成“八个一”基础
清单的同时，争取多得分，保持优秀界
别这一荣誉。施成良委员收到清单后，
专门打电话请教朱炬关于社情民意信
息的写法，因为对照基础清单，他还需
加强这方面履职能力。市政协提案委
负责人介绍，自委员履职清单发布之
后，市政协社情民意信息的上报数量明
显增加。

据悉，建立委员高质量履职作业清
单，是海宁市政协继委员履职申报、委
员积分制管理后，为充分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切实提高委员履职实效，有效破
解委员履职“冷热不均”问题的又一积
极探索。

通讯员 朱水建 本报记者 周霜

联谊报讯 如何发挥全民健
身和休闲体育在增强国民体质、
提高身体免疫力方面的作用？如
何使体育健身成为越城的另一张

“金名片”？日前，聚焦这些话题，
越城区政协委员和社区乡镇代表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展开面对面协
商。

区教体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完善全民健身体制机制，打造全
民健身设施网络，推动全民健身
活动普遍持续，全区每年举办各
类群众体育活动赛事 250 余场，
2019 年全区 28.3%的人（不含学
生）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健身氛围
愈渐浓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
家更加重视全民健身和体育消
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助力全民
健身大有可为。”协商会上，区政
协委员和基层代表一致认为，这
几年越城区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
展，构建起了覆盖城乡的公共服
务体系，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幸福
感。但从前期的调研来看，全民
健身工作仍然有亟待解决的问
题。比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健
身场地分布不平衡，综合性体育
场馆数量不多，对老百姓而言周
边设施还是太少；社会体育指导
员组织缺失较为普遍，缺乏监管
和评价体系。

“应该大力挖掘、发展绍兴地
方特色的运动项目。”区政协委员
陈海虹说，要支持各地各部门利

用地域文化、农耕文化、旅游休闲
等资源开展具有区域特色、行业
特点的全民健身活动，鼓励体育
社会组织积极承接政府公共服务
职能项目。同时，落实体育惠民
政策，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和财政投入力度。

区政协委员、区篮球协会会
长张军认为，打响越城全民健身
品牌，应该合理利用健身设施，充
分发挥体育协会作用，让更多的
人了解、参与。

社区、乡镇代表建议，发展全
民健身，要营造氛围，利用好现有
资源，建设好共建共享平台，重点
打造一批全民健身的配套设施。
新建、改建和扩建居民住宅区时，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应纳入居民住
宅区设计与建设范围。打造“体
育文化产业创意园”，带动体育休
闲消费的同时促进体育产业发
展；用好稽山鉴水，尽快打通市区
环城河休闲步行道最后五个节点
的贯通及修缮提档，打造全国闻
名的“体育+休闲旅游”的独立慢
行系统；增加老城区人均健身锻
炼面积，提升活力越城品质。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针对这些意见建议，将进一步
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谋划布局，
不断形成政府推动、部门协同、市
场参与、社会支持、优势互补的

“大体育”机制。
通讯员 汤桂平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政协委
员企业一边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一边
化压力为动力、在危机中捕捉和创造
机遇。杭州市拱墅区就有这样一家企
业，科学研判，快速提高企业自身“免
疫力”，助力武昌火车站复工复产。

“云办公、高清直播、远程会诊
……这个项目上的经验和做法，今后
也会推广到我们其他项目以及工程维
保上。”区政协委员、浙江大冲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干清说。

在武汉市因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封
城的那段时间，姜干清所在公司参与
的武昌火车站智慧节能工程刚刚启
动。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关注着武
汉战“疫”的新闻报道，牵挂着公司在
武汉的工作人员，思考和筹划着武汉
解封后尽快复工复产，把失去的工期
争取回来。

4月 8日，关闭离汉通道 76天后，
武汉解除管控措施。当听到这个消
息，姜干清立刻成立了入汉项目工作
组，号召公司的党员和技术骨干发扬
拼搏精神，铆足干劲加快武汉项目复
工复产。

姜干清公司承担的智慧节能工

程，是武昌火车站空调节能改造项目
的一部分，当地指挥部给出的完成时
间是 5月 20日。工程时间要比原来缩
短三分之一，但部分施工人员和管理
人员却没法去现场。为此，姜干清带
领项目工作组，想方设法优化工作机
制，科学调配施工和管理人员，创新工
艺和流程。“有堵点就疏通，有断点就
补上，有难点就解决！”他这样给自己
和员工们加油鼓劲。

考虑到白天客流影响，施工大多
在晚上进行，公司管理层就轮流夜间
网上值班。在施工现场增设视频直播
设备，随时应对突发的安全问题、技术
问题。为了克服项目经理无法来回武
汉的实际困难，公司增加投入提升一
线人员施工技术设备，要求每个项目
经理创建网络日志，每个班组通过视
频汇报当日工作量、第二天计划以及
要解决的问题，确保在建项目
稳中求优。

姜干清还利用休息时间连
线武汉的工程技术人员召开视
频会议，对白天施工中遇到的
困难问题集中会诊，不断改进
工作方案，最后将会诊中提出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向武汉铁路局报
告。疫情倒逼出来的网上会诊制度，
让公司收获不少，不但降低了劳动强
度，还得到了不少创新点子。

与此同时，公司承担的武汉市第
五人民医院和武汉银泰智慧节能项目
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对于这些关乎武
汉民生的工程，姜干清和项目经理们
动足脑筋：设备物资早在前期就储备
充足；施工方案调整为多点开花；施工
总体计划分解到月，具体工作分解到
日，以日保周，以周保月，力争将因疫
情损失的工期夺回来。

姜干清说，争分夺秒抢生产，既是
增强企业自身的战斗力，也是促进社
会复工复产的向心力。身为一名政协
委员，将肩负起社会责任，利用自己专
业特长，为复工复产、促进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献计出力。

铆足干劲助力武昌火车站复工复产
——记杭州市拱墅区政协委员姜干清

日前，在贵州榕江县乐里
镇，桐庐县一院医共体凤川院
区副主任中医师、支援乐里镇
中心卫生院的范小华医生和当
地医生正在开展义诊活动。据
悉，今年桐庐援榕首批医疗帮
扶队共有 13名医务人员对接 8
家医疗机构，其中 10名医务人
员下沉到了5个偏远乡镇。

通讯员 何小华 赵小清

桐庐医生赴贵州榕江桐庐医生赴贵州榕江

帮扶义诊帮扶义诊

▼丽水市莲都区政协积极
用好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政协
履职提质增效，继线上“请你来
协商”活动举行后，日前通过融
媒体中心，以网络直播形式组织
学习全国两会精神。全区400多
名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机关干
部同步收看并参与网络互动。

通讯员 雷陆
本报记者 徐文燕 叶瑞胜

联谊报讯“要切实增强推进基层
协商民主建设的使命担当，积极探索适
合本地实际的民主协商议事制度，注重
民生实事，注重‘最后一公里’，努力形
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典型……”
台州市椒江区政协基层民主协商工作
推进会日前在洪家街道召开，区政协主
席严灵章在会上说。

与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实事，是椒
江区政协民主协商的重点。2018年4月
以来，区政协创设的“民生面对面双月
协商”机制，专门围绕热点民生实事，每
两个月精选一个课题，邀请政协委员、
相关部门负责人、部分群众座谈协商，
搭起了政协委员、党委政府和群众间的
沟通桥梁。

2019年4月以来，区政协将“民生面

对面双月协商”进一步深化为“请你来
协商——民生面对面”平台，区委出台
实施意见，政协完善工作规则，探索民
主党派和专委会联合承办机制，把提案
协商、界别协商、专委会协商、委员会客
厅协商融入“请你来协商”平台，创新

“2+6+X”协商新模式（即2次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参加的重点提案面商会+6
次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参加的协商
会+多次区政协各专委会、界别组开展
的协商活动），使政协协商频次更经常、
形式更丰富，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协商
议政新格局。

2019年7月，区政协召开第十期“请
你来协商——民生面对面”协商会暨重
点提案面商会，就“一江两岸”开发建设
进行面对面协商。区委书记陈挺晨现

场要求相关部门协同合作、协调矛盾，
精品抓规划，精细抓拆迁，精准抓招商，
确保“一江两岸”建设早日“出形象”，确
保群众早日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在助力民生实事的同时，区政协注
重打通基层协商民主“最后一公里”，着
力将履职触角延伸到各镇（街道），推进

“请你来协商”向基层延伸，把“遇事多商
量、有事好商量”的理念融入基层社会治
理之中，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
衔接。

目前，区政协已经指导8个街道，先
后就行政村规模调整、道路改造、老旧
小区管理、乡村振兴、综合市场改建等
20个基层发展和治理难题，组织政协委
员、乡贤和社区村居代表、民主协商议
事会成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围坐一堂、

共商对策，形成 50余条建设性意见，扩
大了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助推了一
批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

区政协把推动基层民主协商工作
作为今年的履职重点，总结提炼出镇
（街道）开展民主协商活动要建立一个
领导机构、搭建一个议事平台、出台一
套工作制度、固定一个协商场地的“四
个一”标准。各镇（街道）将重点围绕本
辖区的民生“小议题”和群众“关心事”，
开展４次民主协商。同时，将 121名政
协委员就地就近分成 9个联络组，分别
联系9个镇（街道），全力推动“请你来协
商”向基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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