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稠城街道综合监管中心在绣湖公园，开展“国
际减灾日”暨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除了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设置咨询台外，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还通过发放各类防灾减灾宣传手册、讲解和科普相
关预防自救常识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讲解相关防灾减灾知识，引导大
家从自身做起，提高灾害风险的预防和治理能力。

今年我市“国际减灾日”活动紧扣“提高灾害风险治理能力”的宣传
主题，通过宣传视频、网络公开课、在线访谈和有奖竞猜问答等载体，依
托安全（防灾减灾）体验馆、消防安全教育馆、消防示范安全体验室（点）
等场所，广泛开展防灾减灾公众现场或线上体验活动。为抓实推进防灾
减灾文化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各镇街及相关
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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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田街道开展避险救援应急演练，进一步提高应对突发灾
害事故的指挥处置能力，以及广大群众的防灾避灾意识。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摄

△昨日，义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赤岸镇综合监管中心、宾馆、沿
街店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全媒体记者 骆红婷 摄

△昨日，苏溪专职消防队联合基干民兵、派出所、安徽兴蒙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深入华神制衣厂区，开展地震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通讯员 段静飞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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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清廉国企”办好人民满意的公共交通
——专访浙江恒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贾荣文

记者：请问集团党委是如何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的？

贾荣文：恒风集团党委全面履行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坚决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全面落实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人”职责和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切实种好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田”。比方说，推行“三重一大”事项权力
运行痕迹管理，常态化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
题会议，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和预警。针对关键

岗位排查出廉政风险点113个，提出了相关
防控措施148条。制定《关于加强“一把手”监
督的十条措施》，强化对集团和二、三级分子
公司主要负责人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针
对职工党员人数多、层级设置复杂的特点，9
月下旬，我们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集中谈话周”活动，从集团党委负责人履行

“第一责任人”、集团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
责”、二级三级公司党组织负责人三个层面开

展集中谈话，目的就是层层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提升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共计谈话150
人次，其中诫勉谈话4人次，批评教育6人次。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中心工作，请问党风
廉政建设在服务中心工作方面发挥了怎么样
的作用？

贾荣文：清廉就是生产力，也是企业竞争
力的有效保障。今年我们集团非常重要的其
中一项中心工作就是全面深化国企改革。为
确保集团改革工作顺利开展，集团纪委围绕
改革任务、聚焦纪检职责，制定下发《关于严
明纪律确保集团改革工作顺利进行的通知》
等，明确“五个不准”“五个必须”“五个严禁”
的纪律要求，对阻碍、妨碍改革实施推进的，
坚决予以严肃处理。同时，集团纪委对改革相
关工作，进行全流程监督，为改革保驾护航。
目前基本完成集团整体机构改革和管理人员
竞争上岗、人员分流等改革工作，实现管理机
构缩减37%,管理人员缩减30%。在节资增效
方面，充分发挥纪检、审计监督合力，通过审
计发现问题整改为公司挽回188.48万元；开
展历年来应收账款专项督察，已累计收缴53
笔，共计金额289万元。

记者：你们在规范国企权力运行方面有
没有什么创新举措？

贾荣文：今年，我们利用信息化手段，积
极打造“阳光国企”智慧平台。这个平台，只需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便可进行在线信息查询、
线索举报等，实现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键
监督”。“阳光国企”智慧平台以阳光公开为核
心，在全面梳理企业生产经营、党务、财务等
权力事项基础上，将涉及企业员工切身利益
的各项内容纳入公开范围，切实保障全体职
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确保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从而规范国企权力运行，提升基层
治理能力。这个平台目前已在公交分公司全
面推行，包括公司“三重一大”事项、财务收
支、驾驶员线路安排、排班排休、绩效考核、工
资发放、违章处理等信息均一一公开。每位员
工手机上都有了自己专属的移动公开栏，与
传统公示栏相比更加高效便捷。自4月份以
来，已公开各类信息材料151份，覆盖员工数
达2237人。

记者：请问在干部员工队伍管理上，你们
是如何体现“严”的主基调的？

贾荣文：新一届班子到岗后，集团党

委从落实巡察整改的政治高度入手，抓规
矩、抓纪律、抓作风，按照“见人、见事、见单
位、见处理结果、见责任追究、见长效机制”
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把“严”的主基调贯
穿始终，从严管好队伍。针对巡察反馈问题
中的重点人、重点事，集团党委进行分类处
置，诫勉谈话 1 人次、书面检查 1 人次，批评
教育 7 人次、约谈提醒 17 人次；深化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开展对吴某某案件相关
人员的处理问责，协助市纪委党纪处分 7 人
次，集团自办诫勉问责 11 人次，批评教育 22
人次；针对公交票款侵占案件问责处理 7
人，其中解除劳动合同 2 人次，诫勉 2 人次，
通报批评 3 人次。此外，开展正风肃纪督察
35 次，通报批评问责 3 人次，调离岗位 1 人
次，责令下属单位作出书面检查1家，累计检查
单位109家次，通报并整改问题51个。

恒风集团郑重承诺将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全面推动权力事项阳光公开，规范企业
权力运行，努力打造党风清正、权力阳光、干部
勤廉的“清廉恒风”，抢当“重要窗口”模范生的
排头兵。

全媒体记者 柳青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恒风集团党委始终把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
为首要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深刻汲取吴某某、公交票款侵
占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全面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把“严”的
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力打造“清廉恒风”。

▢ 全媒体记者 龚盈盈 文/摄

本报讯 日前，走在稠江街道的大
街小巷上，不少市民发现人行道上的
电表箱纷纷“穿上”了卡通十足、环保
清新的手绘“新装”，让满是牛皮癣、锈
迹斑斑的城市箱体变成各种美观的主
题造型，不仅让人眼前一亮，也给城市
增加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
勾兑颜料、挥舞着画笔，对沿街的变电
箱进行涂装美化改造，给箱体穿上漂
亮的“外衣”。据了解，改造前的箱体存
在管理无序、清洁维护不及时、残旧破
损等问题，而穿上“外衣”后的箱体，精
致的手绘图案和鲜艳的色彩吸引了不
少市民驻足观看，并对穿上“外衣”的
箱体赞赏有加。

记者在戚继光路看到，一个个电表
箱经过画师们的精心描绘后，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处处个性鲜明的公益广告“宣
传栏”。箱上的手绘图以“公勺公筷”“垃
圾分类”“规律作息”“文明实践”“光盘行
动”等卡通画为主，绘画还根据周边环境
精心设计，与环境背景相得益彰，更有不
少市民拿出手机，拍照打卡。

稠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
开始，街道对辖区内 300 余只箱体进行
人工手绘，绘画的主题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文明创建、公益广告为主，每处的“画
风”均根据周边环境特点精心设计。

电表箱“穿上”手绘“新装”
稠江街道开展箱体美化行动提升城市形象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10 月 12 日，江东
街道钓鱼矶社区组织社区工作
人员、城管队员和护村队，开展
出租房消防安全夜查行动。

检查人员对辖区内楼道
的消防通道、消防器材，出租

房内燃气灶具等进行检查，
并收缴劣质灶具和不合格软
管，同时对房东和租客进行
消防安全教育。据悉，本次夜
查行动共检查出租房 61 间，
收缴劣质灶具 12 个，不合格
软管 1 根，有效消除一批出租
房消防安全隐患。

钓鱼矶社区夜查
出租房消防安全

▢ 全媒体记者 龚艳

本报讯 日前，义乌市沃家
客家居用品公司负责人李贤旺
收到了一笔 19 万元的保险赔
款。这是“商户信保”政府统保
项目下，义乌人保财险首批受
理案件中第一个落地的赔案。

李贤旺在义乌从事出口贸
易已有多年，主营的厨房用具、
五金配件、小家电等销往中东、
非洲、澳洲等地区。疫情发生
后，不仅生意受到了影响，他更
担心货物出港后结不到货款。

今年 5 月，市政府与人保
财险义乌市分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出口信
用险政府统保项目义乌“商户
信保”正式启航。义乌市场经营
户和外贸公司通过市场采购贸
易联网信息平台登记订单信
息，即可获短期出口信用险基
础保障，一年试用期内全部市

场采购贸易出口基础性保险由
政府统一“买单”，赔付损失比
例的 30%。李贤旺同其他在义
外贸经商人员一样，参加了由
市商务局、商城集团、义乌人保
财险等组织的相关专题培训，
并购买市场采购贸易信用险。

三个多月前，李贤旺给国
外客户发了几批厨房用品，结
果货到港口后客户迟迟不提
货，产生高额滞港费，对方一直
回复受疫情影响导致资金紧张
而无力付款。持续两个月催款
无效后，李贤旺在 8 月中旬向
保险公司报案，经人保财险义
乌市分公司最终核定，共赔付
19万元。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商户信保”政府统保项目
已进入全流程常态化运作，鼓
励市场经营户和外贸公司积极
参与“商户信保”政府统保项
目，充分用好政策红利。

义乌“商户信保”赔出首单

▢ 全媒体记者 吴峰宇

本报讯 10月12日，由浙江
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浙江
省自行车电动车商会等共同主
办的第41届中国浙江国际自行
车新能源电动车展览会暨第二
届电动车科技与出口博览会，在
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据悉，本届展会以“智能、
物联、出口”为主题，同时响应
国家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
大战略部署，展会依托义乌优
越的外贸环境和国际影响力，

同时通过智能化、网联化、全球
化，帮助企业在后疫情时代抢
抓机遇，在展会上寻求突破，全
力为行业打造科技与出口的新
平台，为产业提供物联世界智
达全球的新引擎。

展会期间，首届“新国标”
锂电出行生态链千人武林大会
将聚集行业内各领域领军人物
和专家学者，共话行业创新发
展，共谋行业未来。展馆内还特
设锂电企业、新产品展示区，集
中展示行业智能创新、科技领
先的产品。此外，展馆外场还有
电动车骑行体验、电动车骑行
体验等活动。

中国浙江国际自行车
新能源电动车展览会举行

10月10日晚，以“培养好习
惯，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垃圾分
类公益宣传巡演走进北苑街道稠
山社区。快板、越剧、小品等节目
轮番登场，生动传递垃圾分类知

识。大家纷纷表示，在观看节目表
演的同时学习垃圾分类，实现了
普及和践行垃圾分类两不误，为
推进美丽城镇建设“添彩”。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摄

公益宣传巡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