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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和7日，金华永康市
先后发现2例阳性感染者，为坚决
阻断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途径，有
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根据省、
市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将永
康石柱镇各区域依据风险等级划
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其
中，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石柱供

电所划入封控区，永
康市光明送变电工
程有限公司划入防
范区。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国网金华供电
公司高度重视疫情
防控工作，迅速作出

部署，连夜做好相关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要求永康公司积极配合政府
统筹安排，做好“封控区、管控区、
防范区”三区以及永康市政府、医
院、防疫物资生产企业、高危、重要
客户等防疫供电保障工作，组织应
急队伍24小时待命，备齐抢修物
料和应急发电设备，及时为城区各

卡口执勤点、疫情防控点、核酸检
测点接通临时电源37个。同时做
好疫情防控防范物资后勤保障，紧
急调配 3000只口罩，50升消毒
水，1000双一次性手套，200包消
毒湿巾，200瓶酒精消毒液，100套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迅速响应，做好坚强后援！

疫情防控阻击战开始后，金华
公司工会立即响应、迅速行动，在
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前提下，有序安
排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员工及参与
抗疫一线的员工家属等，及时将组
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员工心中，为
他们做好坚强后援，坚定他们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

在石柱供电所江南供电服务

站，公司工会向高压班班长罗福军
送上慰问品。在了解到罗班长忙
于疫情中的高压抢修以及辖区内
两所中学的高考保供电工作，爱人
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核酸检测
和采样工作已经连续多日不曾回
家的情况后，嘱咐他有困难一定要
及时向工会提出来。此次突发疫
情，石柱供电所正处封控区，防疫
保供电任务陡然增加，公司青年员
工翁俊凯，主动请缨进入封控区，
第一时间投入抗疫保供电工作，公
司工会在得知他母亲因病入院的
情况后，马上联系了医院照顾好他
母亲，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同“心”抗疫，我们一直在线！

公司20名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24小时待命为封控区、管控
区、防范区疫情封控工作提供电
力保障。“三区”内职工面临着严
峻的疫情形势和高强度的防疫保
电带来的双重冲击，公司工会第
一时间启动心理援助应急机制，

“润心坊”心理志愿服务协会主动
介入开展员工心理疏导工作，开
通疫情心理服务热线，畅通线上
援助渠道，发送疫情防控心理小
贴士等。公司工会借助外部心理
援助机构的专业力量，搭建社会
心理援助桥梁，密切关注员工的
心理波动，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确保员工以更加理性、平稳的科
学心态应对突发疫情，做好各项
服务工作。

公司工会心理咨询师以微信

视频或电话的形式，为“三区”内
的一线电力员工，集中隔离、居家
隔离的员工及家属进行心理疏导
和心理援助服务。目前已对石柱
供电所、光明送变电、花街疫情隔
离点等25名员工进行视频连线，
嘱咐他们务必
做好个人防护，
协助他们调整
好心态，增强广
大员工打赢这
场战“疫”的信
心。

“ 疫 情 不
散，我们不退！”
公司广大员工
坚守疫情防控
一线，直面生

死，舍小家为大家。公司工会也
将持续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员工及
其家属的关心关爱工作，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 何小
平 李海萍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工会：守护永城安康我们“疫”路同行

杭州庆春广场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债权债务核查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拟对本公司债权债务
进行核查，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财务部门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庆春广场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抗疫情警民同心。1月8日，浙江二十
冶公司为北仑公安分局的民警们送上牛奶、
矿泉水等生活物资，以实际行动为北仑区疫
情防控战取得全面胜利贡献央企力量。

自疫情突发以来，北仑区的公安民警闻
令而动、向险而行，用最强的防控措施、最严
的纪律作风和艰辛的汗水为这座城筑起了
一道“安全屏障”。

疫情牵动着浙江二十冶公司上下的心，
公司党委特地委派冶金事业部负责人为北
仑公安分局送上暖心慰问品，向防控一线的
民警们表达敬意和问候，让防疫值守更有温
度和力量。

吴群 魏茂强

浙江二十冶：疫情无情央企暖心

1月6日，在浙江省交通集团杭绍甬高
速杭绍段项目马鞍互通主线桥施工现场，
两台130吨吊机将一片跨径45米、重达
37.3吨的钢板梁稳稳落在支座上，该桥首
片钢板梁由此成功架设。

马鞍互通主线桥宽16.5米，上部结构

左、右幅各3联采用钢板组合梁，其余联均
采用预应力砼（后张）T梁。本次架设的钢
板梁梁底与T梁梁顶净空5.5米，安装空间
受限，吊装难度加大。为保障首片钢板梁
顺利安装，项目指挥部、项目部高度重视，
多次对寒冬施工的现场技术人员和架梁班
组进行全面安全技术交底，规范施工管理
程序，保证了架设的精准对位，为后续桥面
板架设创造了施工条件。

据悉，杭绍甬高速杭绍段项目临江南
预制场制梁已突破1000片大关，并将于近
日完成3000片重要节点。

罗密张怡凡 郑佳珍

杭州悟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1060140426，声明作废。
宁波中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鄞州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05-17核发的营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212MA2AJ9C634；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20415307，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蟹浦银立通讯设备器材店遗失
公章3302110018248，声明作废。
宁波臻享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财务章一
枚，声明作废。
本人付敏丢失浙江中医药大学成教学院医学
检 验 专 业 毕 业 证, 证 书 号
103445201905000036,声明作废。
李 自 惠 遗 失 保 险 执 业 证 ，证 号
02000233020080002016010326，声明作废。
诸暨市雅良箱包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3068100300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浙江鸿澎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8000 万元人民币减到
10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资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炉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100万元人民币减
到 2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资手续。特此公告
杭州湘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经本
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
727.4077万元减至 184.1467万元。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绍甬高速杭绍段杭绍甬高速杭绍段::

马鞍互通主线桥首片钢板梁成功架设马鞍互通主线桥首片钢板梁成功架设

本报讯 记者潘仙德报道 1月 10日，第二届中国
（江山）工业设计大赛全国推广活动暨云端启动仪式成
功举办，根据疫情防控精神和有关要求，活动以线上直
播的方式进行。

本次活动邀请了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徐冰进行大
赛方案发布，为了更好地推广本届赛事，活动还特邀了
凸凹设计创始人李立成和大业工业设计集团联合创始
人李龚川等两位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
莅临直播间，分别作了“创新有道”和“工业设计中
CMF设计的重要性”的主题演讲，分享了设计驱动创
新，创新赋能品牌的经验与故事，掀起了直播活动高
潮。

本届大赛由江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江山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江山市科学技术局联合主办。大赛以

“设计江山、创新智造”为主题，采取多赛制联动形式，分
为综合赛和门业（家居）专项赛两种类别。江山市将充
分利用大赛平台，围绕江山产业发展需求，加快工业设
计创新，推进落实江山工业高质量发展工作，积极有效
应对当前疫情影响下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助力江山工
业转型升级。

据悉，大赛总奖金池60万元。综合赛和门业（家
居）专项赛的产品组、概念组均设置金奖1名、银奖2名、
铜奖3名、优秀奖6名。大赛投稿报名截止时间为2022
年 1月 31日，可登录大赛官网（www.jiangshan-idc.
com）和官微（江山市工业设计大赛）了解更多详情。

1 月 11 日晚上，在杭州市临
安区天目山镇天目铸造厂的车间
内，一名工人正在检查炉膛钢水

情况，准备浇铸模具配件。临近
年关，天目山镇工业园区各企业
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订单，生产

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
象。

通讯员胡剑欢 摄

长度不到一公里的浙江杭州五柳巷，
聚集着十余家中医药店，素有“中医药一
条街”之称。曾几何时，这里活跃着一批

“黄牛病人”，这些“病人”并无实际诊疗和
用药需求，为了套取医保而疯狂刷单。

“他们有套路，一方面用患者的医保
卡套取现金，另一方面和一些医药店的人
虚开药品分提成。”家住杭州市上城区小
营街道梅花碑社区的张师傅说。

改变，源于一则举报电话。“何某名下
很多诊所存在欺诈骗保问题，听说还有医
保局的人参与……”此前，一条关于医保
基金诈骗的举报线索引起杭州市纪委监
委重视。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迅
速开展初核，查实了市医保局相关公职人
员与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存在不正当经
济往来，甚至多次共赴澳门赌博的情况。

“根据案件初核情况，我们认为这是
整治医保领域乱象的契机，要通过受贿
行贿一起抓、职务犯罪和欺诈骗保同时
查，集中力量揪出背后黑手。”杭州市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此，市纪委
监委与市公安局沟通协调，专门成立医
保基金专案组，依法开展对内外勾结欺
诈骗保案件的联合打击，全面从严整治
医保乱象。

据专案组调查，何某曾担任某医疗集
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管理下属医院
和相关门诊部。旗下门诊部当时采用“看

病无需支付费用并能得到现金返利”的方
式吸引持特种病历本的癌症患者前来就
诊，以虚高药品价格向杭州市医保局报销
医保基金的方法非法牟利。

何某不仅自己成立了某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还先后收购11家“两定机构”（医
疗保障报销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
零售药店）门诊部，发展一批“黄牛病人”，
以现金返利等手段招揽其他患者到门诊
部虚假开药，从中骗取医保基金。

“他们往往选取医保费用占85%以上
的‘高比例’规定病种运作，骗取的医保基
金则由门诊部、‘黄牛病人’、开方医生三
家分赃。”专案组人员表示。随着调查的
深入，专案组还发现医保诈骗团伙与代煎
药公司相勾结，以伪造医疗项目、虚开药
品大套餐治疗等手段，在代煎过程中将处
方中石斛、红豆杉、红曲等名贵中药材扣
除，降低实际支出，并将由此产生的非法
获利以现金形式返还给门诊部。

审查调查发现，市医保局审核一处
处长卢某某、审核二处副处长杨某某、医
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谷某
某等人，受贿犯罪金额分别达380余万
元、400余万元、100余万元。

为将欺诈骗保和职务犯罪案件查深
查透，专案组深入分析挖掘欺诈骗保的问
题线索，协同作战、一查到底。最终市公
安局关联查处了7个涉医保诈骗犯罪团伙

以及涉嫌共同犯罪的某药业有限公司，查
处医疗门诊部14家，抓获并采取强制措
施犯罪嫌疑人90多名。市纪委监委同步
对涉案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问题进行
深挖彻查，移送司法机关4人，立案并给予
党纪处分6人，组织处理2人。

在医保案的深入调查中，专案组发现
“两定机构”申请准入是骗取医保基金的
关键一环。此前，“两定机构”的审核、反
馈、拨付均由医保局承担。“‘两定机构’有
关制度存在漏洞，审核权力过于集中，为
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办案人员告诉
记者。

在医保专案查处后，杭州市纪委监委
进一步对案件涉及的公职人员违规违纪
问题线索集中开展调查处置，1名市管干
部、5名公安干警、2名市医保局干部先后
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与此同时，市监委向市医保局发出
监察建议书，明确要求市医保局严格落
实主体责任，研究制定加强行业监管方
面的对策举措，并提出完善“两定机构”
动态管理和考核退出制度、出台“代煎
药”服务管理规定等具体建议，健全内控
外防机制。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
督促市医保局对照监察建议书提出的4
方面9大问题开展整改落实，多次听取
该局党组书记整改工作专题汇报，跟踪
监督机关处室负责人落实“一岗双责”、

直属单位负责人落实主体责任等，先后
组织剖析反思会、庭审旁听、警示教育会
等专项教育活动。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
委纪检监察组就案件暴露出的权力运行
风险和漏洞，督促市医保局系统性开展
廉政风险排查防控，先后排查21个方面
167项廉政风险，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及
制度72项，编印成《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汇编》《岗位廉政风险口袋书》等。

自专项整改开展以来，杭州市医保局
共解除、暂停医保服务协议单位85家，责
令整改并通报批评40家。医保费用审核
方式进一步优化，更新审核规则204类近
7万项，同比增加74.4%，形成了“约谈、稽
查、暂缓拨付”等递进式管控措施。市纪
委监委紧盯以医保基金为代表的医药卫
生领域，就欺诈骗保、权力寻租、过度医
疗、收受“红包”“回扣”等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以及服务外包等重点环节，从严
从实开展专项整治。据统计，党的十九大
以来，杭州共查处医疗卫生系统违纪违法
案件149件，其中移送司法25件，涉案违
纪违法总金额逾4800万元。

“我们将持续深入推进清廉医疗体系
建设，跟进督促职能部门落实主体责任，
通过惩治促廉、制度护廉、文化育廉和数
智助廉的‘组合拳’，守好群众‘救命钱’。”
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黄牛病人”医保套现 内外勾结欺诈骗保

杭州专项督查守护“救命钱”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报道 近

日，记者从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获悉，为持续强化安全生产
非法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
作用，有力震慑安全生产领域非
法违法行为，推动各类生产经营
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省
安委办对涉及非法经营、危险作
业、非法储存危化品等8起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进行了通
报。

8起案例分别是：杭州市萧山
区郭某某非法销售“醇基”燃料涉
嫌非法经营罪案，苍南县肖某某
等10人擅自从事矿山开采涉嫌
危险作业罪案，德清县数字星球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非法销售液
化丙烷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罪案，台州市椒江区河北庆泰起
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不合格
防坠器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产品罪案，绍兴市柯桥
区绍兴文合贸易有限公司非法出

口烟花爆竹制品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案，温岭市奥丰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未将危险化学
品储存在专用仓库案，义乌市夏
航电子商务商行未经依法批准擅
自经营危险化学品案，舟山市普
陀区六横镇昌源制冰厂未建立使
用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案。

据悉，以上8起典型案例，其
中5起为行刑衔接案、3起为行政
处罚案，都是相关行业领域安全
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代
表性的违法犯罪行为，具有较强
的警示和教育意义。省安委办要
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协同曝光，
认真开展宣传，警示广大生产经
营单位吸取典型案例教训，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
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全面开展
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改，坚决杜
绝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生，确保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
好。

省安委办通报
8起安全生产领域
违法典型案例

（上接第1版）

服务：用自己的所长帮助更
多的企业、群众

“疫苗储存冷库备用供电设
备出现故障，可能会影响疫苗保
存。”不久前，同时担任发展中心劳
模工匠服务队队长的刘海平在接
到县疾控中心的求助电话后，连忙
和几位师傅第一时间赶到冷库。

“由于一支新冠疫苗需全程在2℃
~8℃的恒温环境下存储，县疾控
中心专门设计了新冠疫苗存储冷
库双路供电系统。但双路供电系
统的弊端在于任何一路电源出现
问题或者停电，都可能导致温度偏
差。”在紧急抢修后，服务队主动申
请，随时为冷库维修待命。

当得知岱山县威尔密封件股
份有限公司急需新建一套密封件
流水线时，服务队利用下班时间，
连夜为企业安装好生产线路；当
舟山市光亚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
司因人手不足无法更换电容柜接
触器时，服务队第一时间赶去帮
忙；当社区群众家中电路出现问
题时，大家也都是第一时间想到
服务队……

在发展中心，挂着由企业、社
区（村）、岛上居民送来的14面锦
旗，每面锦旗都是技术工人的骄
傲。“我们虽来自不同的企业，但
同在这里学习交流，当然要用自
己专业所长帮助大家。”这也许就
是服务队队员随时牺牲休息时间
开展服务的答案。

发展中心自成立后，已组织
培训5000人次，培养电工技师32
人、高级技师10人，52名学徒成

为多家企业骨干，并为全县企业
解决维修和技术攻关难题50余
次。

提升：“笔记本工程”，让大家
的技能之路越走越宽

“每到一家企业服务，我都会
把出现的问题记在本子上，反复
研究琢磨。”黄宽平的徒弟夏亮亮
打趣地说，在发展中心有一个“不
成文规定”——笔记不厚不准出
师。而夏亮亮的“笔记本工程”正
是发展中心打造“金蓝领”工程的
一角。

“有些师傅笔记本多的有60
多本，每周讨论会时会抽时间整
理一些案例说给年轻电工听，这
样记笔记的好习惯几乎成了所有
人的‘肌肉记忆’。”夏亮亮说，“很
多船企的大型设备，往往有成百
上千的配件，特别容易出现各种

‘疑难杂症’，如果不去记录和钻
研，我们的路会越走越窄。”

随着黄宽平领衔的岱山县电
工创新工作室入选“第二届中国
长三角地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
室”后，发展中心熄灯的时间也越
来越晚，创新的激情和氛围也越
发浓厚。

前段时间，夏亮亮还去挑战
了全省叉车竞赛，获得了个人三
等奖，并助力岱山获得团体二等
奖。初尝甜味的夏亮亮认为，这
样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自己在发展
中心养成的钻研习惯和平时的耳
濡目染。“如今舟岱大桥通车，岱
山迎来了大桥时代，我要进一步
拓宽技能通道，跟上时代发展。”
夏亮亮高兴地说。

发挥劳模工匠集聚效应

“火热”的车间设计江山
创新智造
第二届中国（江山）
工业设计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