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场“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举行
近日，市工商联联合市生态环境

分局，举行以“践行‘两山’理念·助力
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亲清直通车·政
企恳谈会”。市“三服务”活动办公室、
市生态环境分局、市工商联相关领导
及14位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副市长
沈志凤到会聆听企业家心声并讲话。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
组书记杨永明在会上介绍了“亲清直
通车·政企恳谈会”基本情况及特
点。他表示，通过面对面听取企业家
意见，深入了解企业现状及困难，推
动“三服务”深化和细化，为我市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助力民营
企业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市
生态环境分局局长任伟良在“推进企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政策介绍”环节向
与会企业作了绿色发展的政策分
享。重点围绕实施“区域环评+环境
标准”改革、实施环评豁免清单、建立
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开展企业环境信
用等级评定、加大生态环保资金支持
力度、提升环保服务能力与水平六个
方面，从多角度向企业家进行政策宣
讲，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民
营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企业代表
积极发言，介绍了企业今年以来的发
展情况，提出了本企业、本行业在生态
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困惑。企业家
们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固废处理、
环保指导等方面。市生态环境分局、
市工商联有关负责人就企业家关心的
问题作了回应与探讨。

杨永明在会上表示，市工商联将
认真梳理和汇总企业家反映的相关
情况，逐条逐项分析研究上报上级部
门，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
落”，发挥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帮

助企业尽快纾难解困。
沈志凤在会上指出，生态文明建

设与民营企业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息
息相关的，生态文明是民营企业发展
最好的自然基础，绿色发展是民营企
业发展最大的潜力和动能，民营企业
是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重要力量。
同时，就环保和绿色发展方面对企业
提出了要求：一是树立绿色经济理
念，提升市场竞争力；二是坚持绿色
技术创新，夯实企业发展的基础；三
是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绿色
产业链。

市政协第三界别活动组召开工作会议
近日，市政协第三界别活动组召

集全体组员（工商联、经济）召开工作
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沈幼锋，市政协
经济委主任施雪根、副主任张健良应
邀出席。会议由第三界别活动组组
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杨永明主持。

会议组织大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
总书记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所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了《政协平湖
市委员会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考核奖励
办法》。并结合小组现阶段社情民意工
作情况，鼓励委员们从自身行业特色、
平时社会观察等角度，积极撰写和反映

社情民意信息。委员们在会上畅所欲
言，就下阶段的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会议还对下阶段工作进行了部署。

在听取委员们的发言后，沈幼锋
表示，政协第三界别活动组的界别特
征、经济特征、市场特征明显；活动形
式和内容丰富多样，做到政治突出、主

题突出、时效突出。同时，就委员履职
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一要发现问
题、提升视角，做到掌握热点、挖掘重
点、归结痛点；二要分析问题、提高站
位，做到事关公共性、事关普惠性、事
关群体性；三要提出建议、广辟路径，
做到当前可行、近期可议、未来可期。

商协会调解员参加
调解能力建设网络培训
为有效推广使用全国商会

调解服务平台，畅通民营企业
诉求反映渠道，推进商会调解
工作规范化建设，助力“六稳”

“六保”，近期市工商联组织全
市商协会调解员，集中参加了
全国商会调解能力建设暨调解
服务平台管理员网络培训会。

培训期间，与会人员收看
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
室副主任刘峥、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舒锐，
以及优秀商会调解组织负责人
围绕多元调解政策解读、商事
调解技巧、商会调解组织运行
等所作的专题授课。并进行了
商会调解服务平台技术辅导，
交流了商会调解等情况，为高
标准推进商会调解工作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市工商联积极开
展商会调解工作，创新打造“三
官一师一会”维权机制，发挥联
动优势、主动做好服务。在原

有部分人民调解站点的基础
上，成立了市商协会人民调解
委员会，在各基层商会、异地商
会和经济类行业协会建立了33
个人民调解工作站，各基层商
协会人民调解工作站的调解工
作接受市商协会人民调解委员
会指导、引导。建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人民调解工作
网络，搭建了工商联和基层商
协会两级法律服务平台，将调
解工作有机植入各基层商协
会，对及早、及时、尽快、有效化
解企业纠纷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去年以来，共调解各类企
业纠纷 23件，案值 1600多万
元，在积极维护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合法权益中树立了新时代
工商联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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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天凉，这些高发疾病要注意
中秋已过，天气进一步转凉，昼夜

温差变大。那么这个时节会有哪些高
发疾病？如何及时有效地进行预防和
治疗呢？

感冒。入秋后天气忽冷忽热，昼
夜温差大，如果保暖不及时，很容易受
凉引发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在预
防与治疗上，日常饮食起居要注意荤
素搭配、营养均衡。生活中注意个人
卫生，经常开窗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

养成定期锻炼身体的习惯，增强自身
免疫力。

胃肠病。相较于饮食清淡、缺
乏胃口的“苦夏”，立秋过后人们往
往胃口大开。但是这时消化能力下
降，盲目地“以肉贴膘”容易增加胃
部消化负担，诱发胃病。而且受冷
空气和体质影响，身体中的胃酸分
泌增加，频繁的痉挛性收缩会减弱
肠道抗病能力，病毒容易趁虚而
入。在预防与治疗上，饮食应以“生

津、清淡、润燥、易消化”为主，注意
合理膳食，可以多喝小米粥，适当补
充瘦肉、禽蛋、山药、奶制品、新鲜蔬
果等。少食多餐，少吃或不吃油腻、
煎炸、辛辣、腌制、生冷食品，减少肠
胃刺激，预防感染性腹泻。注意防
寒保暖，养护肠胃。

心脏病。夏秋之交也是心脏病
的高发季节，这是因为伴随着气温下
降，血管会不同程度地收缩、血流速
度变慢。而昼夜温差大容易造成心

跳加快、血压波动，进而加大心脏负
荷，最终引发心绞痛。此外，由于免
疫力下降引发的呼吸道感染，也会引
起心肌缺氧，成为诱发心脏病的常见
因素。在预防与治疗上，饮食方面要
讲究低盐、低脂，均衡膳食，以五谷粗
粮、鱼类、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的绿
叶蔬菜、新鲜水果为主，戒烟限酒，定
时定量就餐。注意适度锻炼，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散步、慢跑、爬楼梯、打太
极拳等活动。

教你六招，应对厨房“隐形杀手”
经常出入厨房的“煮妇（夫）”最讨

厌的一定是那一股油烟味，它会刺激
我们的咽喉，也会引起眼部的不适。
而这些厨房油烟，也是人们身边的“隐
形杀手”。

危害一：污染环境，与肺癌的发生

有关。研究表明，在非吸烟女性肺癌
危险因素中，超过 60%的女性长期接
触厨房油烟，做饭时经常有眼和咽喉
被烟雾刺激；有 32%的女性烧菜喜欢
用高温油煎炸食物。

危害二：损伤呼吸系统。厨房做
菜时的高温油烟长期刺激眼和咽喉，
会直接损伤呼吸系统细胞组织。另一
方面，各种油脂长时间、反复高温加
热，也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甚至致癌物。

看到这，“煮妇（夫）”们是不是已
经“谈厨色变”了？其实大可不必，这
里为你支上几招。

第一招：热锅凉油。油温不要超
过200℃，在油锅冒烟前，把菜放进去，
避免油温过高产生有害物质。

第二招：避免用反复烹炸的油。

有的“煮妇（夫）”为了节省点油，炸鱼、
炸排骨用过的油反复使用也不弃掉，
殊不知这里面也含有很多致癌物质。

第三招：注意烹调方式。在烹饪
时，尽量选用蒸、煮、炖、凉拌等减少油
烟的方式，避免爆炒、烤、炸等会产生
过量有害物质的烹调方式。

第四招：选择厚底的炒锅。厚底
炒锅传热慢，能延长油温升高的速度，
可以减少很多油烟。薄底的锅炒菜时

因为油温升高过快，会产生大量的油
烟。

第五招：选择安装性能较好的油

烟机。选择安装正规厂家生产的油烟
机。判定油烟机是否有效的简易方法
是：如站在离灶台 1米远的距离仍闻
不到炒菜烟味，则为较好的油烟机。

第六招：做好厨房的通风换气。

厨房要经常保持自然通风，烹饪过程
中始终打开油烟机，炒完菜过10分钟
后再关闭油烟机。

皮肤烫伤后，
创面包扎好还是暴露好？

烧伤后创面处理分暴露和包扎
疗法。包扎疗法是将创面消毒处理
后，内层用药物或油质纱布，外层用
吸水敷料覆盖，均匀包扎。对于烧
伤较轻的患者，较多使用包扎疗
法。如果较轻的患者在门诊治疗时
不包扎的话，涂了药膏的创面会给
日常生活带来不便。

这种疗法的优点是，可以保护
创面不受外界的感染，保持创面湿
润，减轻创面疼痛，在冬天还有保暖
作用，因为经包扎后还可以穿衣服，
不致受凉。但在夏日要避免出汗，
尽量待在阴凉或有空调的房间里。
其适用于四肢或躯干部的烧烫伤、
转运的患者以及寒冷季节无条件使
用暴露疗法者。

暴露疗法，就是将创面消毒处
理后，使创面迅速干燥，表面结成一
层干痂，减少或避免病原菌在创面
上大量繁殖，同时局部还可采用具
有收敛、消炎作用的药物。一般对
头面部、颈部、躯干部、臀部、会阴等
难以包扎的部位均采用暴露疗法或

半暴露疗法。特别是在夏天，暴露
疗法较为方便，也便于观察创面。
不过暴露创面应尽可能不使受压或
少受压，以利于创面迅速干燥。在
干燥过程中，患者会感到疼痛，等到
干痂结成后，疼痛便会缓解。

在治疗过程中，两种疗法也要
灵活掌握，如暴露创面痂下积脓、引
流不畅的话，则应改用包扎疗法；如
包扎创面已形成干痂，也可改为暴
露疗法。总之，要根据具体情况有
针对性地采取有效的措施。

（摘自《人民网-科普中国》）

科普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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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大上海 融入长三角

平湖财政发力支持教育“软实力”提升
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于

近日公布，我市作为浙江省4个入选
县（市、区）之一名列其中。2018年
以来，平湖财政在助推数字乡村建
设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实践，充分发
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用数字农
业为乡村振兴赋能。

示范项目引领

带动智能技术生产全流程

出台按单个项目投资额 50%、
不超过100万元的示范奖补政策，鼓
励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智能感知、分
析、控制，以及产品质量自动监测、
生产过程可视化监管等技术与装备
在产业上的集成应用，发展“智能车
间”“数字工厂”。同时，对全市农业
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带动效益明显
的重大招引项目，采用“一事一议”
的方式给予重点支持。目前，已招
引和建成全球首个飞利浦 3.0版 3D
全环控蔬菜工厂、国内第一个全设
施全基质浆果产业示范园、绿迹数

字农业生态工厂。

线上平台推广

实现数字营销网络全覆盖

推广“农村淘宝”“村邮乐购”等
专业电子商务平台，鼓励农业经营
主体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农产品营
销，对年销售额10万元以上的，市财
政按5%给予一次性补助。同时，今
年安排1200万元用于搭建公共服务
应用平台和物联中心建设，逐步形
成农资配送、掌上菜场、无人零售店
等多应用的县域智慧服务体系，促
进生产、冷藏、运输、批发、零售等各
环节的数据资源共享，提升农产品
生产、流通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目
前，已与美菜网签订合作协议，全力
打造全国农产品电商服务集聚区。

“金平湖”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与京
东农场、盒马鲜生等合作，上线农产
品20余种，销售规模超过3亿元，产
品平均溢价达到 15%，农产品配送
信息全市覆盖率100%，并向长三角

地区延伸。

统筹整合资金

集中财力办数字乡村大事

2018年，我市出台了数字农业
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市财政在近 3
年投入 10亿元用于提升农业农村
基础设施。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4000 万元用于高质量推进现代农
业和数字农业发展，统筹整合省乡
村振兴示范创建项目、现代园区项
目、产业强镇项目等省级奖补资金
1.15亿元，以及市级美丽乡村建设、
小城镇环境治理等项目资金 2 亿
元。集中围绕农业大数据中心、

“农业硅谷”、数字农合联等建设，
高质量推动全市农业数字化绿色
全域发展。同时，运用乡镇公共服
务平台确保补助资金直达企业，创
新引入无人机粮补核查技术，及时
出台资金管理办法，规范资金拨付
使用流程，确保各类各级财政资金
使用安全高绩效。

多管齐下为乡村振兴赋能

财政部门全力助推农业数字化转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平湖

作为全省接轨上海的“桥头堡”，
在教育方面不断加大财政投入，
力求融入上海，让平湖学子享受
到上海的优质教育资源。

完善合作接轨机制。与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教科院、上海
华东人才教育集团等单位和机
构建立密切联系，为各类项目、
人才的引进提供渠道。出台了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推进与
上海同城化公共服务，努力实现
教育改革及其成果同推共享，不
断深化平湖—金山教育战略合
作关系。2020年新设立“长三角
一体化及对外合作交流”项目，
预算安排专项经费805万元。

推进校长“职级制”改革。完
成嘉兴市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两个无差别”破难项目——校长
“职级制”改革。建立健全“职级
制”校长管理体制，稳步扩大学

校办学自主权，支持和鼓励校长
创新教育理念、办学思想和管理
方法，积极深化课程改革，努力
营造有利于教育家办学、有利于
学校特色发展、有利于增强教育
发展活力的制度环境，全力打造
一支胸怀教育理想、富有人文情
怀、高素质、专业化的校长队
伍。2020年预算安排专项经费
485.26 万元（2019 年为 131 万
元），同比提升2.7倍。

深化教师培训交流。每年
落实专项资金用于教师培训支
出，支持全市教师拓宽视野、提
升理念，2020年预算安排教师培
训方面支出 1303万元。全市与
上海地区结对的学校已达 31
所，与上海地区学校结对名师17
人，选派教师赴长三角地区培训
3507人次，13名教师赴长三角
地区挂职锻炼，邀请 109名专家
来平讲课培训。

创新人才引进机制。与华

东师范大学合作办学，累计已支
出 800万元。2020年预算安排
资金 130万元，开展“沪上名师
平湖助力团”项目，与上海华东
人才教育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柔性引进 8名上海地区的
特级教师等教学名师，在平湖设
立名师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
的形式，带动平湖 100余名教师
专业成长。参照上海世外教育
集团的招聘标准，吸引 2名具有
留学背景的英语教师进入我市
教师队伍。通过引入更多的“上
海经验”，促使我市师资队伍水
平不断提升。

践行“两山”理念 助力绿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