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4
工报视野工报视野

2018年10月12日 周五

本报讯 通讯员方俊 记者潘仙
德报道 10月10日，人民日报、新
华社两大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时关
注了衢州3位少年边救老人边拍
视频的新闻，网友们纷纷为这3位
少年的善良机智之举点赞。

10月3日下午，16岁的徐超
约上同学吴浩哲、朋友王富昌，到
柯城区石梁镇下村的溪边抓螃
蟹。3个少年骑着电瓶车，快到溪
边时，他们远远看到一个人趴在地
上，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他们发现，
原来是一位老奶奶，正趴在地上一

动不动。
“过去看看，要不要帮忙。”徐

超跟同伴说道。但王富昌留了一
个心眼，他叫住其他两人说：“吴浩
哲，我们上前扶一下老人，徐超你
拿手机拍一下视频，免得被人说是
我们撞的。”已经参加工作的18岁
的王富昌比小伙伴要多些阅历，之
前看到过不少“好心救人反被讹”
的新闻，他说自己不敢轻易冒险。

徐超拍了两段视频，加起来不
到20秒，视频中，王富昌和吴浩哲
向老人飞奔过去，和老人说话，将

老人搀扶坐起。
拍完视频的徐超也赶了过去，

他看到，老人嘴边流着鲜血，神志
也有些迷糊，勉强说出了自己的情
况。她说，自己本来准备到石梁镇
上探望女儿，没想到走着走着，就
摔倒了。

吴浩哲和王富昌蹲在老人身
边，徐超则拿出手机开始报警，先
是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又打了
110。在等待民警和救护车的间
隙，徐超一直站在路边向路人打
听。从发现老人到等来家属，接着

又等来救护车和民警，3个少年在
路边足足等了近半小时。虽说家
属到了以后态度不是很好，甚至怀
疑他们，但徐超和同伴事后并不介
意，说只要人没事，其他事情都不
要紧。

让他们欣慰的是，面对家属的
质疑，老人始终坚持说是自己不小
心摔倒了，然后被3个小娃娃救了。

救人之余不忘拍视频自证清
白，这则新闻经过“掌上衢州”报道
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凤凰
网、新浪、法制日报等国内主流媒

体纷纷转发。有网友评论说：既保
持善良之心，又懂得保护自己，这
才是新时代青少年该有的样子。

在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网
友纷纷为此点赞，“少年强则国强，
他们扶起的不只是老人，更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也是无奈之
举，但还是为孩子点赞。”

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推送的这则
新闻也引来网友掌声一片，“为老人
和3个男孩都点个赞。”“愿世界多一
份善良和信任，为少年！”“这才是新
时代青少年真正的样子。”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10月 9日，省工商局发布上半
年全省放心消费社会评价指数，
全省11个设区市放心消费总指
数中，台州市位列第一。

省工商局发布的今年上半
年全省放心消费指数显示，全省
11个设区市放心消费总指数，
从高到低依次为：台州、杭州、温
州、宁波、绍兴、金华、嘉兴、衢
州、湖州、舟山、丽水；4个分指
数中，消费环境安全指数列前三
的是台州、湖州、绍兴，经营者诚
信指数列前三的是台州、杭州、
金华，消费者满意指数列前三的
是绍兴、温州、丽水，消费贡献指
数列前三的是杭州、宁波、金华。

据了解，我省自2016年12
月起首次提出全面实施“放心消
费在浙江”行动计划。行动实施
以来，消费动力更加强劲，消费
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3
年的 39.7%提高到 2017 年的
56.3%，成为第一动力。消费、

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在浙
江表现为放心消费、有效投资、
优进优出。浙江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

目前，我省正全力研究制定
扩大放心消费的政策举措，通过
放心消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推
进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最
终使示范全覆盖、质量大提升、
百姓更满意。计划到2020年，
累计培育放心消费示范单位3
万家以上，基本覆盖全省消费较
为集中的主要领域、重点场所及
经营服务性企业。到2022年，
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占全省市场
主体总量的1%，全面覆盖全省
主要行业和新兴领域。到2020
年，全省放心消费指数达0.86
以上。到2022年，全省放心消
费指数达0.9以上，制造业产品
质量合格率达96%以上，主要
农产品质量检测合格率达98%
以上。

新华社北京10月 11日电
记者11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当日发布并向国家发展改革
委推送了第二批共30条拖欠农
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该批名单包括唐山新坐标
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河北名世
锦簇纺织有限公司、山东盛世
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苏尼特
右旗京宏达建设有限公司、江
苏飞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上
海立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上
海电器城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沭阳县庙头镇庙头街宏达
玩具厂、郑州泽鑫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宁波聚盛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合肥筑瀛劳务有限公
司、马鞍山市黄山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福建龙泰安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赣州力荣
针织有限公司、东乡县宇德实
业有限公司、伟易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天门市国晟汽车修理
有限公司、湖南宏泰电力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东莞市合和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建工集团有
限公司、泸州纳溪粤旺服装厂、
泸州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禄丰
县同鑫矿冶有限公司、靖边县鑫
盛机砖厂、陕西启航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等25家用人单位，以及
徐家春、王业标、胡其江、赵力
军、胡义斌等5名自然人。

据了解，这些违法失信主体
在用工过程中都存在克扣、无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
等情形，严重侵害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
部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违法行
为依法查处并责令改正。

据悉，根据《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及
《关于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
人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规定，这
些单位及相关人员将在政府资
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
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税收
优惠以及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
面依法受到限制。

上半年全省放心消费
社会评价指数发布
台州放心消费总指数列第一

老人获救，不曾忘却的是善良；少年有礼，见义勇为而有智慧

衢州三少年成全国网红
人民日报、新华社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点赞他们“边救人边拍视频”行为25家企业和

5位自然人
上了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
宁波一家公司榜上有名

近日，常山农商银行为浙江
永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放了
常山县第一笔“排污权质押”贷
款，企业无需担保，直接用《排污
许可证》质押，且贷款利率比普通
企业担保贷款至少降低了30%。

浙江永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为了扩大生产，适应当前环保
新形势，从去年起就致力于环保
设施改进。今年，企业决定投资
800万元新建一个污水处理池，
但是资金尚缺百万。为解决企业

难题，在当地环保局的大力支持
下，常山农商银行经过各方调研，
推出了“排污权质押”贷款，在原
来贷款金额的基础上，为其新增
了78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这也
是常山县发放的第一笔“排污权
质押”贷款。

下一步，常山农商银行将深
化与当地环保部门合作，信息资
源共享，进一步加大对“排污权质
押”贷款的投入力度，缓解企业融
资难题。 胡金红 黄琴

德清阜溪街道国根床上用品洗涤服务部遗失
普通发票20份，票号00222907-00222926，代
码133051730333，声明作废。
赵加美遗失共用设备保证金收据，收据号码
1011299，金额2150元，声明作废。
桐乡市广知堂教育咨询中心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7625
19159L；遗失中国农业银行桐乡市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 J3354000648202；遗失公章、
财务章、法人章(程国君)，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旺元机械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北
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6月 26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074900685D，声明作废。
慈溪市崇寿盛发绗棉制品厂遗失宁波银行
慈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50035153
01，账号6201012200024105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市好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市鄞州铭信二手车经纪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
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帕奇压力阀门有限公司海曙
分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同
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
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缪卡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2017年 8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30281309008844A，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浙江联萌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4MA2BDE3D5F）
经全体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人民币减至10万人民币。债权人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联系人：曹希 联系
电话13967589293，地址：浙江省新昌县城关
镇东兴路7号
个人独资企业转型清算公告：个人独资企业
宁 波 江 北 博 锋 通 用 零 部 件 厂 ( 注 册 号:
330205000161652) 拟 转 型 为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原个人独资企业将清算注销。原个人独
资企业债权债务由原投资人承担无限责任，
升级后的公司对原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在田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
告！
个人独资企业（象山鸿峰机电商行，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330225MA2902H61L）拟转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人独资企业将清算注
销，原个人独资企业债权债务由原投资人承
担无限责任，升级后的公司对原个人独资企
业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绍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越城区分局）遗
失农行绍兴广场支行小额现金账户专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3370000187902，账
号：19545201040004422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B3033060211232552D；遗
失预留印鉴名章一枚（陈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淳安千岛湖淳绿源水产品配送部遗失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2年3月
29日核发的注册号：330127600123446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淳安千岛湖久保草莓专业合作社遗失淳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6月
2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3330127599584187M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湖州市德清武康曲园化妆品店遗失由湖州市德清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6
年1月11日核发的注册号为330521600147213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注销清算公告
绍兴柯桥广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2018年9月10日决定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已于2018年10月11日获得柯桥区商务局初步同
意。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海萍 电话：0575-84501588
地址：绍兴柯桥区王坛镇丹家村 邮编：312000

绍兴柯桥广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0月11日绍兴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女子中队自2017年10月成立以

来，根据相关法律条文，以防范女性就业歧视为重点，建立完善
预防机制，引导建立平等、和谐、文明的劳动关系，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好评。据统计，迄今为止，该女子中队已累计接待投诉咨询
2000多人次，巡查用人单位400多户，排查用人单位3000余家。

邵讯

巾帼护权巾帼护权

提到工匠精神，你会想到什
么？精益求精、严谨认真、追求卓越
……

年初，光大银行启动了对公开户
四位一体服务，与光大人的工匠精神
不期而遇。互联网金融时代，对公客
户多数业务都可通过网银、手机银行
等线上方式完成。但对公开户却始
终是绕不开的一个线下环节，也是各
家银行比拼服务的主战场。

所有的精打细算，
都是为时效打算

一个孕育“工匠”的环境，必定
对细节的要求几近苛刻。

这一点，在四位一体的开户流
程优化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光
大银行官网预约引入工商信息，减
少客户录入项目达10多项；优化、整
合表单和协议，让客户少填单、少盖

章；“购物车”式的综合签约处理，如
同在“款台”一次结账；所有开户单
据打印电子印章，开户与用印一气
呵成……除看得见的柜面操作精细
化管理外，后台交互时效控制的精
细也令人眼前一亮，网点柜员初审
后即开立账户，在分行核准业务的
同时，网点柜员即办理综合签约业
务，仅此一项，就节约开户用时20余
分钟。

“做就要做最好”，光大银行相
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开户流程优化
从细节到制度的把控，只有一个目
的——用精确的细节控制营造孵化
工匠的严谨氛围，并用合理人性化
的流程使员工精益求精。

我们各自攀登，
于更高处相逢

2018年，光大银行全行新客户

数增长迅速，各分行各网点较上年均
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呈现全员营销、
积极营销、积极联动的良好势态。

自年初全行开展强化对公开户
服务以来，各网点积极落实推行对公
开户专员制度、推广四位一体服务、
涌现出一大批工匠柜员，她们因地制
宜、精雕细琢每一个开户细节，在北
京、长沙、青岛等分行部分先进柜员
积极创新，窗口不断提升开户时效，
一个下午新开三四个对公户……

开户痛点唯快不破，但是光快
还不够，一定要有内力，有品质。“工
匠精神是一种改变未来的信仰、力
量和情怀，在全行阳光服务的沃土
里，每一家分行、每一个网点都将结
出更为丰硕的果实。”光大银行相关
负责人表示，光大对公四位一体开
户，服务的每一刻，期望客户都可以
感受到！ 黄欢

以工匠精神追求卓越

光大银行实现对公开户四位一体

“你们操作的时候，在电力设施
保护区内，严禁大型机械作业……”
10月8日，国网江山供电公司峡口
供电所工作人员来到王村种粮基
地，开展秋收防外破及安全警示标
志专项整治工作。当天，该所工作
人员对台区进行了排查清理，并对
域内高压线下秋收地段标识牌、警
示牌等开展维护，确保农民秋收用
电安全。

连日来，正值稻谷丰收季节，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大型机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来。
一旦大型机械碰撞电杆、拉线或接
触导线，后果不堪设想。为防止此
类事故发生，江山供电公司要求设
备责任人对管辖的线路警示牌进行
一次专项巡视检查，重点检查安全
警示牌是否合格、规范，农田附近电
力线路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巡查中对倾斜的警示牌进行培土加
固，对标识不清、缺牌等情况及时进
行增补。

同时，江山供电公司各供电所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分发安全
用电宣传资料，向参与秋收的农户
宣传高压线下工作的危害，提示机
械操作手主动远离或避让电力线
路，确保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王刚

为进一步回馈客户，近
日，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
江省分行主办的“名医巴士”
来到了常山站，4名来自浙
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
医生为该行VIP客户开展了
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来自省城的
老年科、妇科、中医科、神经
科的专家对到场的近30名
VIP 客户进行了详细的问

诊，同时对以往的就诊资料
和体检报告进行了解读，让
客户体验到了专业、优质的
服务。

据悉，“名医巴士”送平
安是邮储银行反哺客户的举
措之一。后续，邮储银行将
进一步开展“送金融服务下
乡”、“送金融知识进校园”活
动，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金
融服务。 刘雪 周莹

邮储银行：“名医巴士”送平安

江山供电：服务秋收 严防外破
常山农商行：“排污权质押”贷福音

（上接第1版）
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内政和选举

更是子虚乌有。众所周知，中国历
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
的外交传统。美方的无端指责连西
方主流媒体也难以说服。美国《外
交政策》杂志、《华尔街日报》、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路透社、英国《卫
报》等均指出，美方指控没有证据。
纵观国际关系史，到底是谁动辄侵
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
国利益，国际社会早已看得很清
楚。美方想把干涉别国内政的“高
帽”送给别人，只会徒增笑料罢了。

贴标签易，撼事实难。任何人
想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任
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的。
问题是，为何美方仍然要想方设法

诋毁中国呢？诸多国际媒体和知名
智库认为，白宫抹黑中国从短期效
应看有多重考量。但从更深的层次
看，这是美国一些人“对华焦虑症”
的一次集中发作。

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美国的企
图难得逞。连日来，国际舆论对美方
言论的讥讽不绝于耳，美方没有达到

“抹黑中国”的目的。正如今日俄罗
斯电视台网站指出，“华盛顿导演的
这出戏并不能损害中国”，“对北京施
压还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合作阵营的
形成。”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一直致力于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共
赢，全方位围堵中国不仅不现实，而
且也损害美方自己利益。

当前，中美关系再次走上了十
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两国人民再

一次作出历史性的选择。这个选择
事关两国各界的利益，特别是事关
两国青年一代的前途和命运。中美
17亿人民、世界70亿人民要求两国
必须作出负责任的选择。

中方的选择十分明确，“我们有
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致力
于同美方共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理念，增进互
信，扩大合作，以建设性方式解决分
歧，建立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
关系。美方的选择会是什么？

中美两国明年将迎来建交40周
年。历史已经证明，中美合则两利，
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美方应停止错误言论，放弃过时的冷
战思维，作出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的正
确选择。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都是徒劳

（上接第1版）
同时，沈海公司党支部结

合“最多跑一次”，改变以往施
工单位多次审批的局面，优化
计量审批流程。推行“计量一
站式，支付一张纸”，从管理处
合同科收件到公司财务部放
款，一条龙服务，将计量支付
审批时间由原来的20个工作
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效率提
升50%。

着力打造“精品工程”、“示
范工程”

工程建设既要追求速度，
更要保证质量。自复线工程
开工以来，围绕“高效、质量、
安全”的标准，深入开展立功
竞赛活动，着力打造优质、安
全、创新的“精品工程”、“示范
工程”。

马国荣是甬台温复线瑞
安至苍南段工程4标起重机驾
驶员，他每天早晨6点上工，到
傍晚5点收工，平均需要操作
吊机20余次，有时一次吊装就
要花几个小时，而且每次操作
都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在他
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从未出
现过失误，立功竞赛活动让他
展示了才华，被标段重点培养
成“高级人才”。

沈海公司狠抓工程质量，
严格把控施工各个环节，全面
推进首件工程示范制，切实将
标准化建设融入工程建设全
过程，统一施工工艺，规范施
工操作规程，有效消除质量事
故隐患，关键性工程桩基检测
一类桩达100%。

通过挖潜增效、优化设
计、调整建设时序等措施，有
效降低工程造价。甬台温复
线灵昆至阁巷段工程通过优
化与瓯飞围垦项目交叉建设
段设计，降低造价约2亿元；通

过调整永强标准堤段建设时
序，节约造价约1.8亿元，节省
土地约80亩。

坚 持 安 全 管 理“ 互 联
网+”，建立远程视频监控中
心和二维码动态管理平台，破
解了施工现场安全监管盲区
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温
州率先引入第三方安全咨询
服务及北斗应急管理系统，有
效预警预控项目施工安全风
险。

铸牢廉政“前哨堡垒”，助
力打造“阳光工程”

针对工程投资大、人员
多、廉政风险高的特点，沈海
公司聘任了各参建单位的项
目经理及相关参建人员担任
工程建设廉政监督员，让监督
的“探头”全面覆盖工程；并紧
抓“两个责任”不放松，以上率
下，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
责任，着力实现工程党风廉政
建设上下协力、齐抓共管新模
式。

2017年4月，沈海公司率
先在甬台温复线瑞安至苍南
段工程1标段开展试点，打造
全市首家工地一线“廉政文化
展览室”，成为廉政警示教育
新阵地。该展览室按照“一墙
一主题、一墙一特色”的方式，
结合工作实际，设置廉政工作
动态、廉政活动风采、廉政漫
画、廉政剪纸作品等专栏，将
廉政文化深入到每一位参建
人员思想中，落实到具体的行
动上，铸牢廉政“前哨堡垒”，
助力打造“阳光工程”。

立功竞赛活动开展以来，
沈海公司先后获得全国安康
杯优胜单位、省五一劳动奖
状、省工人先锋号、省青年安
全示范岗等荣誉称号，建立了
响亮的“沈海”品牌。

“六大赛道”助推
工程高歌猛进

这是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
拍摄的胡杨林（10 月 10 日摄）。金

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胡
杨林如同披上金装，成为大漠中的

一抹亮色，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
观赏游玩。 新华社记者刘磊 摄

大美胡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