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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
“指挥棒”强化执行力

法院调解设
“居住权”
让这家人
“都挺好”

龙湾出台村社组织规范化建设“1+5”文件
本报讯 （记者 潘秀慧 通讯员 沈
徐宓） 继今年 1 月出台《关于新时代村社组
织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后，连日来，龙
湾区密集制定关于村社干部绩效考核、奖
惩管理、报酬待遇管理及村社组织民主协
商、
“三资”管理等 5 个文件，构成该区推进
村社组织规范化建设的“1＋5”政策体系，
在村社这个市域治理的“末梢”吹响勇争
先、强执行、开新局的号角。
突出对村社干部的考核评价和保障，
是该“1＋5”文件的亮点所在。其中，
《龙湾
区新时代村社干部绩效考核办法》
《龙湾区

新时代村社干部奖惩管理办法》并称“两考
一奖惩”。前者规定，对村社干部实行定性
与定量、考人与考事、定期考核与年度考
核、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立体评
价办法，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报酬待遇等
直接挂钩。后者规定了针对村社干部的 4
种奖励方式和 10 种问责惩处方式，其中不
乏取消评先评优资格、扣发或停发当年的
绩效报酬和奖励报酬等“硬码”条款，以鲜
明导向促担当作为。
在用好用活考核“指挥棒”的同时，龙
湾区也十分重视对村社干部的关爱激励。

此次出台的《龙湾区村社干部报酬待遇管
理办法》明确，要建立持续增长的村干部薪
酬体系，除将村社书记、主任、副书记、副主
任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外，还大幅提高了“一
肩挑”干部的基本报酬基数，并同步提高专
职社区工作者的平均工资基数，为他们扎
根基层创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坚
实保障。
据了解，
“1＋5”文件还对村社重大事
项决策外的一般事项民主协商“五步议事”
办法和农村“三资”规范管理办法进行了细
化明确。其中规定，对村级财务开支审批

实行“联审联签”制度，并新增了对“三资”
的智慧监管和经营性资产资源交易的闭环
监管，以此进一步规范村社组织的日常运
行 。
“紧紧抓住村社干部队伍这个村社组
织 运 行 的 关 键 环 节 ，达 到 管 人 促 事 的 目
标。”龙湾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构
建村社组织规范化建设“1＋5”政策体系，
旨在用简单明了清单式的指导意见，让村
社干部明白要做什么、怎么做、哪些不能
做、有什么保障，从而进一步强化村社的执
行力，
使各项工作部署在村社落地落实。

把问政回复变成落地实事，
一国际海员发来表扬信致谢——

“不能让为民办好事默默无闻”
本报记者 孙余丹
日前，温州网络问政后台收到了一封名为“表扬信”的问政件。网友“mengmeng123”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名国际
海员，前段时间，一直找不到通道打新冠疫苗，温州卫健委了解情况后，认真负责，效率高，让我及时打上了新冠疫苗。
我非常感谢温州卫健委，
他们办事效率高，
对群众负责，
是一个真正为民着想，
为人民服务的好单位，
再次感谢！
”
寥寥数语，
洋溢着满满的谢意，
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我市卫健部门的高度评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者联系上
写表扬信的孟先生了解原委。

户籍在温州单位在外地
问政求助如何在温打疫苗
“我写表扬信的初衷，一是真诚感谢
温州市卫健委，帮我解决了大难题。还有
就是我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能
让为民办好事默默无闻。”电话中，孟先生
向记者说起了自己“一波三折”的打疫苗
经历。
孟 先 生 是 一 名 国 际 海 员 ， 去 年 10
月，他结束了欧洲的航程，在上海完成隔
离后回到温州休假。其间，他一直关注着
疫情的发展，得知新冠疫苗开打后，他第
一时间向所在社区咨询预约，但得到的回
复是：新冠疫苗暂未向个人开放预约。一
想到过完年后又要再次出发去往欧洲，如
果打不上疫苗，感染的风险就会大大增
加。情急之下，孟先生通过温州网络问政

平台进行求助。
市卫健委随后在问政中回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关于重点人群新型冠状病毒
疫苗紧急使用工作的统筹部署和有关要
求 ，国 际、国 内 交 通 运 输 司 乘 人 员 属 于
2021 年春节前我国开展重点人群新冠病
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的对象，可向市交通
运输部门提出接种申请，由交通部门统一
报市防控办统筹安排。
但孟先生根据要求提出申请时，交通
部门发现其所属单位为外省，无法按照单
位上报。孟先生一度以为打不上疫苗了，
正想着到公司所在地厦门预约。
“ 当时听
同事说外地疫苗也都紧张，大家预约了都
还没打上。”于是，孟先生通过 12345 政务
服务热线联系上市卫健委告知自己的境
况。
“没想到，市卫健委在查看了由公司
开出的国际海员证明后，立即开出了新冠

疫苗接种单，让我当天就打上了疫苗。”孟
先生说，市卫健委不仅效率高，而且当天
接待的办事人员很仔细，详细告知去哪家
医院、甚至几楼打疫苗，这让孟先生感到
很温暖。
接种完疫苗后，孟先生很想向市卫健
委表示感谢，但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于
是，他再次通过温州网络问政平台问政，
写下了这封
“表扬信”
。

把回复变成落实
“特事特办”解民忧
孟先生提到细心的接待人员，是市卫
健委疾控处副处长林成磊。林成磊告诉
记者，孟先生户籍是温州，而且所从事的
国际海员也符合重点接种人群条件，只是
其单位在外地。
“ 我们考虑到如果为了打
疫苗跑一趟厦门，一是不方便，再者路途

中也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决定为他特事特
办。
”
林成磊对孟先生公司开出的在职证
明进行核查后，为他开出疫苗接种单，并
详细嘱咐他到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4 楼急诊
科接种。对于孟先生点赞的细心，林成磊
说，当时没想这么多，就想着按照流程对
群众进行解释说明，
把难题给解决了。
新冠病毒疫苗是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策略的重要举措，是预防和控制
新冠肺炎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
构筑全民健康屏障的有效举措。按照保
障重点、应种尽种、确保安全、知情同意、
有序推进的原则，
我市于去年 12 月启动重
点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紧急接种工作。
在此期间，像这样的“特事特办”还有
不少，比如出国人员，原则上要到属地预
约，但如果时间紧急，出发前可能还安排
不上的，市卫健委也凭群众提供的机票证
明，
开出
“绿色通道”
，解群众燃眉之急。

2021“春运关爱行动”落下帷幕
为近万名留温过年的新温州人送去关爱
本报讯 （记者 庄越） 过完春节小长
温暖礼包关爱活动，为符合申领条件的留
假后，2021 年春运也即将接近尾声。日前，
温过年人员提供温暖礼包，共开展三期申
由市民政局、温州日报“党报热线”共同发
领活动，有千余名留温过年人员成功申领
起的 2021 年春运关爱行动正式落幕。活动
了温暖礼包。
“ 温暖礼包的小举措，让我们
以线上申请礼包、线下走访活动慰问进行，
外来在温人员感受到了切实的关怀。”他们
共为近万名留温过年的新温州人送去关
纷纷在线上留下感言，点赞本次活动。线
爱。
下慰问活动相继来到瓯海创本鞋业、各乡
为了让在温州辛苦打拼一年的新居民
镇（街道）社工站，为企业、社工站留温过年
能平安有序返乡，2007 年起，本报“党报热
的新温州人，送上由口罩，保温杯、围巾等
线”携手市民政局、市春运办等 3 家单位联
组成“温暖礼包”。一份份积聚着关怀的
合发起了“春运关爱行动”。14 年来，举办 “温暖礼包”，让留温新温州人感受到温州
单位由最初的 3 家增加到目前的 22 家，服
的暖意。新温州人们在收到温暖礼包后，
务内容也进一步提升。今年，为积极响应
笑逐颜开，纷纷表示：
“ 这份‘温暖礼包’让
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外来在温人员发出“非
我感觉在温州过年也有了
“家”
的味道。”
必要不返乡”的倡议，严格遵守我市防疫要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社会工作
求，2021 年“春运关爱行动”不再在温州火
站加强和创新了基层社会治理，他们解决
车站定点设置志愿服务活动，而是以线上
社会工作服务群众“最后一米”。本次活动
申请礼包、线下走访慰问的形式展开，共为
选择走进各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就是
近万余名留温过年的新温州人送去关爱。
希望以此为基点，为此次疫情中选择留温
其间，市民政局联合市“瓯江红”党群
过年的新温州人送去更精准、专业、暖心的
服务中心开展“温暖之州，就地过年”线上
服务。负责人的一席话也道出了本次活动

留温过
年的新温州
人来领取线
上申领的
“ 温 暖 礼
包”
。
市民政局
供图
的初衷。春运关爱行动从启动持续至今，
已经成为许多来温务工者的温暖记忆。
2021 年的“春运关爱行动”虽已告一段落，
但爱心将继续。许多往年的参与单位都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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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表示，今年因疫情影响，虽然没有参与到
活动中来，但来年会继续支持“春运关爱行
动”品牌项目，将这份属于温州春运的温暖
一直延续。

本报讯 （李尖 鹿萱） 一起房屋拆迁安置补
偿合同纠纷，让一家人闹上了法庭。近日，鹿城区
人民法院成功调解此案，调解协议中设立了“居住
权”，不仅解决了老人养老问题，还化解了老人担
心儿子变成挥霍度日的“拆二代”的忧愁。
今年 78 岁的老郑家住温州市区，与老伴育有
多名子女。长女身有残疾，次子一直无所事事。
1999 年 11 月，为了让次子小郑能够成家立
业，老郑以小郑名义购买了温州某城中村地块房屋
四间。因该房屋没有产权证，产权未过户到小郑名
下。
2017 年，上述房屋被列入拆迁范围，按拆迁
协议获得安置补偿款 384 万余元。该款项由老郑长
子代为领取，老郑与两个儿子口头约定，长子与次
子各分配 100 万元，剩余款项由老郑自行处置。
获得一笔数目不小的补偿款，本该是高兴的事
情，但老郑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反而更担心。次子
小郑已届不惑之年，未成家立业，刚给他 10 万元
不久就挥霍完了，老郑和妻子担心再给小郑剩余的
款项反而会让他更加挥霍无度，游手好闲。所以剩
余的 90 万元，老郑一直没有给小郑。
“本来拆迁安置款三人应当平分！”
小郑非但没
有体会到父亲的用心良苦，反而主张自己应当获得
128 万元拆迁安置款。2020 年 12 月，
小郑将老郑、哥
哥起诉至鹿城法院，
要求二人支付上述款项。
2021 年 2 月 19 日，鹿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承
办法官发现，小郑与老郑、兄长之间的关系并非“苦
大仇深”，儿子小郑误解父亲、兄长不分拆迁补偿安
置款，
父亲老郑实则用心良苦想要小郑懂事立业。
“父母年事已高，姐姐身体不好，作为儿子、
兄弟的你也应该懂事尽孝。”承办法官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做起了原告小郑的思想工作。
根据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相关法律规定，承办
法官建议老郑附条件将剩余款项支付给小郑：小郑
一年内须以自己名义在市区内购买一套房屋，购房
款以上述款项封顶，由老郑直接支付给出卖人。老
郑的妻子与长女对这套房屋享有居住权，期限至二
人分别亡故之日止，小郑必须在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后一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居住权登记。
这个建议解开了双方不信任的症结，老郑也不
用担心儿子不懂事、老伴和女儿养老的问题了。
当日，双方均接受了附条件支付、设立居住权
的调解方案。调解当天，老郑当场支付给了小郑 5
万元。

儿童频频被
“卡”
假期儿童安全问题别忽视
本报讯 （杜一川 贾锐 陈元国） 春节小长假
已经过完，各单位商户陆续返工，但尚未开学的孩
子们仍处于寒假模式，假期儿童安全问题不容忽
视。近日，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接连接到两起儿童
被卡、被反锁警情。
2 月 22 日中午 12 时 09 分，江滨路消防站接到
指挥中心指令，鹿城区滨江街道上陡门四组团 5 栋
小区活动中心的假山有一小男孩被卡住，无法脱身
急需救援。江滨路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 1 车 7 人赶
往现场救援。经了解，小孩父母是前方菜场的经营
户，还未知晓小孩出事。消防指战员一边制定救援
方案，一边请热心路人通知其家长赶来现场。
救援人员发现，小男孩膝盖被卡在假山的缝隙
当中，无法动弹。为避免造成二次伤害，消防指战
员首先利用篮筐和废弃奶粉桶垫高让小朋友得到稳
固的支撑以减小摩擦带来的伤害，同时与小朋友聊
天缓解他紧张的情绪，另一边利用液压扩张器撑开
假山山体进行救援。
经过 9 分钟的紧张救援，小男孩的大腿被安全
解救出来，所幸并无大碍。
2 月 19 日 10 时 22 分，勤奋路消防站接到指挥
中心指令，松台街道环都大厦有小孩被困房间，急
需救援。到达现场后，消防指战员了解情况得知被
困儿童不到两周岁，当时屋内仅有奶奶和孩子在
家。“当时孩子在屋内，我出去拿东西，谁知道孩
子将房门反锁了，我怎么也进不去。”孩子的奶奶
着急地说。
由于孩子年龄较小，如果被困时间过长情绪波
动可能发生意外，指战员让其家属在旁不断安抚该
儿童，随后利用防盗门破拆技术，破拆锁芯。10
时 26 分，消防指战员成功破拆房门，将儿童救出。
消防部门提醒家长，在享受假期的时候，不要
忽视安全防护。家长要加强对寒假在家孩子的安全
教育工作，尽量不要将幼童单独留在家中或独自玩
耍，以免发生意外。

垃圾分类人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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