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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卡被人盗刷买药

市领导督查平安创建工作
控仗等八大平安攻坚基础工作，平安创
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充分
认清当前平安创建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克难
攻坚，拉长板补短板，扎实有序推进平
安创建各项工作，努力为全市平安创建
多作贡献。
金志强调，要提高站位，进一步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力争平安创建工作
争先进位；要提升目标，加强顶层设计，
坚持问题导向，定期分析研判，抓机制、
强基础，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压
实责任，以责任追究为抓手，对平安创
建主体责任进行细化分解，做到一级抓
一级、一级带一级，确保有效整合条块
力量；要讲究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做到因病施治、对症下药，不断提
升工作实效。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富阳矛
盾化解“最多跑一地”联动机制宣传片。

区领导重阳节前慰问老人
本 报 讯（记 者 张 柳 静）重 阳 节 将
至。昨日下午，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徐林亮带队，前往富春街道秋丰村和
秦望社区，探望百岁老人和困难老人，
并向他们送上节日的慰问。
徐林亮一行首先来到秋丰村百岁
老人胡瑞良家。胡瑞良出生于 1919 年，
今年虚岁 100 岁，身子骨依旧健朗，就是
耳朵不太灵光了。其子女介绍，老人 39
岁那年从千岛湖移民至富阳，在秋丰一
直居住至今，共有 7 名子女，目前同小儿
子一起居住。
徐林亮拉着老人的手，询问他的饮
食和身体状况，并送上慰问金和礼物。
老人的小儿子回答说，父亲连小毛病都
很少，前两天还去千岛湖爬山，就是年
纪大了肉食不敢多吃，喜欢喝粥。聊起
老人长寿的秘诀，子女们将其归功于
“遗传基因”和好心态。
随后，徐林亮一行前往秦望社区马

凌霄、马伯仑老人家。他们是秦望社区
唯一一对夫妻双方都健在的 90 岁以上
老人。
马伯仑爷爷是富阳水利局退休员
工，因为生病，身体有些虚弱，不过见到
慰问人员，他依旧十分兴奋，并表示感
谢。马凌霄奶奶是一名退休老师，依旧
耳聪目明。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马奶
奶曾是楼道长，做事认真负责，她所在
的楼道一度成为社区秩序最好的楼道
之一。
由于马爷爷长期生病住院，他的退
休工资都花在了医药费上，两人靠马奶
奶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即便如此，夫妻
俩依旧非常乐观，同大家交谈时，脸上
总是挂着笑容。
临走时，徐林亮向老人们送上了慰
问金和礼物，并再三嘱咐社区工作人
员，平时要多关心这对老人的生活，如
果有困难一定要及时给予帮助。

区政协教育组检查校园安全
本报讯（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周玉
明）10 月 9 日，区政协教育组委员们先后
来到富春一幼、富春三小、郁达夫中学
达夫校区、富阳二中等学校，检查校园
安全工作。这既是区政协教育组服务
区委中心工作的一项创新内容，也是区
教育局“党建+平安”、党员助力平安校
园创建的重要举措。
委员们详细了解了校园安全工作
主体责任和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重点检
查了食堂安全工作，并听取学校主要负

责人关于校园安防硬件建设、学生安全
防范、安全教育等校园安全工作汇报。
检查发现，学校安全工作总体情况
良好，但是部分学校存在视频监控时间
有误差、监控画面部分黑屏等问题。对
于存在的问题，委员们提出指导意见，
希望相关学校进一步排查校园安全隐
患，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工作，不断强化
主体责任落实，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
平，为广大师生们创造安全温馨的教育
环境。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进入全面入户调查阶段
本报讯（记者 蒋立红 通讯员 徐玲）
富阳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进入
全面入户调查阶段。昨日下午，区污普
办召开入户调查阶段工作部署会议。
富阳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
分三个阶段。2017 年底实施前期准备
工作，2018 年完成清查建库、普查宣传、
普查培训、全面普查等工作，2019 年完
成成果总结与发布。富阳第一阶段共
清查对象 12993 家。其中，清查工业企
业 11596 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1108
家，生活源锅炉 26 家 48 台，畜禽养殖业
237 家，入河排污口 26 个。纳入即将开
展的入户普查对象 6414 家。其中，工业
企业 5240 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1060
家，生活源锅炉 14 家 28 台，畜禽养殖 41
家，入河排污口 19 个，移动源 40 家。
全面入户调查是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工作的重要阶段和攻坚阶段，质

量的好坏将直接决定普查工作的成
败。自今年 9 月以来，区污普办前期已
经为入户调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
括组织普查指导员、普查员培训考核，
组织普查对象业务培训等，累计培训人
数达 5000 余人。
“开展全方位的普查培训工作，就
是为了提高普查的科学性、针对性、有
效性。”区污普办负责人介绍，污染源普
查对全面摸清富阳生态环境家底和污
染源全貌，进一步实现精准治污，制订
更加有针对性的长效污染防治措施具
有重要意义。富阳计划于今年 10 月底
前完成全部入户调查，11 月底前完成普
查表数据审核和确认。届时，各乡镇
（街道）将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宣传和
通知普查对象，请普查对象务必支持普
查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污染普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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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绑定本人手机号，
实时接收刷卡消费短信提示
本报讯（记者 吴璇 通讯员 王静 程
传伟）如今，参保人员持市民卡（社会保
障卡）就医购药越来越便利，不料却被
“有心人”利用，近日富阳接连发生两起
冒用他人市民卡刷卡配药事件。
9 月 28 日，市民朱先生向区社保中
心稽核审计科反映，称他收到了使用医
保卡刷卡的提示短信。朱先生怀疑有
人盗用了他的市民卡刷卡配药，但他的
市民卡并未遗失，搞不清原因的朱先生
只能求助主管部门。
通过查询朱先生的刷卡记录，社保
中心工作人员发现，他现持有的市民卡
与当天刷卡的市民卡属于两张卡。联
系市民卡中心后得知，一名沈姓老人曾
拿着朱先生的身份证（已遗失）在市民
卡中心办理了一张新的市民卡，在药店
刷卡配药的便是这张新卡。
无独有偶，9 月 30 日，社保中心又
接到市民卡被盗用的举报。同样，参
保人员杨先生也是收到医保刷卡短信
时才发现市民卡已经丢失一事，于是
立即去当地派出所报警。通过调取监
控记录，并联系相关药店，发现该药店
并没有按规定校验市民卡，导致他人
“有机可乘”，用盗用的市民卡刷卡配
药。
据区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盗
刷市民卡性质十分恶劣，属于骗取医保
基金的违法行为。按照《杭州市基本医
疗保障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相关规定：
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基本医疗保障证
（卡）就诊，骗取基本医疗保障待遇的，
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
基本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并处以骗取金

市民卡

本报讯（记者 李宇雯）昨日上午，市
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金志带队，通过
现场督查、听取汇报等方式，实地督查
富阳平安创建工作。区领导徐林亮、赵
志军陪同。
金志一行首先来到春江街道，踏看
了解街道标准化综治工作中心和平安
建设工作。 随后召开座谈会，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徐林亮汇报富阳平安创
建工作开展情况；市委平安办通报富阳
平安创建考核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建议。
金志对富阳平安创建工作给予肯
定。他说，今年以来，富阳围绕年初制
订的工作目标，细化工作任务、优化工
作体系、压实创建责任、完善考评体系，
重点推进信访秩序维稳仗、消防安全翻
身仗、交通安全整治仗、食品药品安全
仗、命案防控仗、涉众型案事件防范仗、
“平安三率”提升仗和重点工作过程管

“ 我 的 钱 呢 ？”

额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因此，冒
用、盗刷他人市民卡，既占不到便宜，又
给个人留下不光彩记录，实在得不偿
失。
区 社 保 中 心 提 醒 ：各 协 议 医 药 机
构在接诊医保病人时，应按规定校验
市民卡，不得默许或纵容转借冒用市
民卡，更不得收集、留置参保人员市民
卡进行非法活动。同时，广大参保人
员应及时在区社保中心（含新登、场口

分中心及各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社保
服务中心）将市民卡（医保卡）绑定本
人的手机号码，以便接收刷卡消费的
短信提醒，实时掌握自己的医保卡信
息。
如有协议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发
现他人有冒用、盗用市民卡行为的，可
及时向区社保中心稽核审计科反映或
拨打 12345 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最多跑一次

不动产登记实现
“一号通办”
平均缩减等待时间两成以上，
办事效率提升三成

本报讯（记者 董剑飞 通讯员 陈双
兰 冯彩琴）近期，富阳某国有平台公司
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 17 笔土地
抵押业务，按照“一号通办”无差别受理
模式，通过 10 个综合受理窗口协同作
战，半小时内就完成了所有业务受理，
而原先需在两个企业件窗口、至少两个
小时才能办好。8 月底以来，不动产登
记中心已通过无差别受理、
“ 一套资料
走全程”，完成办件量 1300 余件，平均缩
减办事群众等待时间 20%以上，效率提
升 30%以上，真正实现“一号通办、一窗
受理、一次办结”
。
部门间信息共享、数据互通是“一
套资料走全程”的前提。目前富阳对
不动产登记系统更新升级，房管部门
的网签信息可通过合同编号直接导入

不动产登记系统，不动产登记信息通
过契税推送直接导入地税系统。同
时，以往 3 个部门的业务要准备 3 套资
料，现在通过信息数据共享及部门间
信 息 及 时 推 送 ，所 有 业 务 只 需 要 1 套
资料，其他流程由工作人员在后台完
成。
在此基础上推出的“一号通办”无
差别受理模式，则是不再区分个人件
与企业件，办事群众只需取一个号子
即可前往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办
理所有登记业务。 在取号的同时，取
号窗口的工作人员对群众的资料进行
初步了解，并为其提供一份办件清单，
告知其所需材料，在群众排队等候的
同时即可着手准备材料，避免受理环
节出现材料不全问题，从而导致“二次

跑 ”现 象 ，为“ 无 差 别 受 理 ”提 速 。 此
外，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还将原来的
两个企业件窗口与 9 个个人件窗口整
合为 10 个不动产登记综合受理窗口，
综合受理每项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
办事效率最大化。
为更好地推进“一号通办”无差别
受理工作，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还将原
设于 4 楼的企业件审核后台搬至一楼大
厅，后台业务骨干轮流前往窗口指导业
务，同时利用午休时间对所有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使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转变
成为
“全科能手”
。
据统计，今年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共收到锦旗和各类表扬信 23 件（次）。
其中，实现“一号通办”无差别受理以来
收到锦旗和表扬信 4 件（次）。

树立榜样，
弘扬工匠文化，
营造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英雄·大师进校园”论坛启幕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学习英雄精
神，争做技术能手。”昨日，由区总工会
和富阳学院联合主办的富阳区“英雄·
大师进校园”论坛在富阳学院大青校区
启幕，两位英雄大师走进校园，与师生
共话英雄故事和工匠精神。
论坛现场，主办方为包国忠和丁锡
端两位英雄大师颁发聘书，聘为富阳学
院德育辅导员和技能指导师。包国忠
是富阳蓝盾车业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
主任，多次因见义勇为受表彰，曾被省
委宣传部、省社会治安综治委、省公安
厅、浙江日报、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
“浙江省见义勇为勇士”称号。

关于
我们

丁锡端是富春江仪表厂厂长、杭州
亿泰自控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凭
着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温度仪表行业一
干就是 30 多年，拥有 20 多项专利发明，
曾被评为“富阳市十佳发明人”
“富阳市
先进科技工作者”，曾获 2009 年度中国
石油和化工自动化行业技术发明二等
奖，中央电视台《创业英雄》栏目还专门
进行了报道。
主办方表示，师生们要从聆听英雄
故事、学习工匠精神、实践养成入手，让
英雄精神和工匠文化转化为自身的一
种价值理念和自觉行为，激励全体师生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争当工匠、努力成

才，进一步唱响“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的主旋律。主办方希望，受聘的英雄模
范和技能大师，要把受聘岗位当作自己
的工作岗位，把学院的师生当成自己的
徒弟，精心传技授艺，让英雄、工匠精神
发扬光大，
让技术技能不断传承创新。
本次活动旨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树立英雄模范人物榜样，
让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弘
扬工匠文化，营造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论坛结束
后，部分师生和英雄大师参观相关企
业，
进行现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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