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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今天阴有小雨，局部雨量中
等；明天阴有小雨，夜里部分山区有雨夹
雪。今天白天最高温度 12～13℃；明天
早晨最低温度 4～5℃，山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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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盟为公 参政为民

横店镇多举措扶持实体经济

东阳民盟成立三十周年
□记者 郑晓东

工作成效获金华市委书记肯定

□首席记者 陈巧颖 通讯员 颜胜越
本报讯 日前，金华市委书记陈龙对 《东阳市横店镇以大调研促营商环境优化实体经济发展》 材料进行批示，充分肯定了横店镇多举
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做法。
今年以来，横店镇党委、政府持续开
展大调研活动，发现一些企业存在信心不
足、发展困难，部分产品和技术较为落
后，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等问题。在
此基础上，横店镇各部门通力合作，对症
下药，全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沉下身子 服务为先
横店镇以“一企一策”为原则，针对
不同企业、不同项目出台不同措施，在用
地、人才、税收等方面予以“曲线”奖
补，扶持中信红木、中科磁业、茂盛塑胶
等一批龙头骨干实现提档升级，促进中小
型企业快速成长；按照年纳税额 1000 万元
以上、200 万元至 1000 万元、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的标准，分别设立“特殊贡献奖企

业”“贡献奖企业”“先进企业”三个奖项
并进行公开表彰，形成贡献越大越受尊重
的氛围；中层以上干部蹲点联系 89 家重点
扶持企业，以“送政策、送服务、解难
题、促发展”为主题，帮助企业解决生产
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口联系
部门则“沉下身子”开展现场调研和现场
办公，为企业提供近距离暖心服务。

规范提升 关改并行
针对木雕红木家具、磁性材料等传统
块状行业科技含量低、布局散、结构乱等
突出弱点，横店镇瞄准产业前沿，引导企
业实现规范化提升、品牌化经营。今年以
来，该镇共整治提升木雕红木家具企业 201
家 、 关 停 124 家 ； 同 时 深 化 “ 亩 产 论 英

雄”理念，全面开展低效用地清理、低散
乱暨“四无”企业飓风整治、村居企业清
零入园行动，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存量土
地，实现节能减排。截至目前，横店镇整
治“四无”企业 688 家，市场秩序得到了
进一步规范。
此外，横店镇积极谋划一批技术含量
高、市场前景好、环境污染小的大项目、
好项目，持续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
活力。

筑巢引凤 优化环境
筑好巢，引凤来。横店镇立足小城市
标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居住环境。完
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亿多元，
高标准开展园区道路管网、绿化亮化、污

水处理等配套建设。目前，园区内已集聚
企业 235 家，其中规上企业 52 家，产值亿
元以上企业 19 家；梳理涉企事项 111 项，
如不动产预告预抵押、营业执照登记和变
更、商事登记等已实现“五证合一”，同时
推出了在线咨询、网上办理、证件快递的
“零跑腿”机制，极大方便了企业办事。
与此同时，横店镇以城市风貌综合提
升行动为抓手，加大对教育、医疗、交通
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目前已建成中小学校
14 所、现代化大型综合性医院 2 家、卫生
服务站 10 个、公园 20 余个。镇区环境的改
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不仅进一步满
足了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还为企业招引人
才、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
市委常委、横店镇党委书记赵耀亮
说：“在推动企业发展方面，横店镇始终
秉持‘抓大不放小’原则，即通过加大扶
持服务力度、加快产业集聚等手段，因企
施策，促使实体经济走上健康快速的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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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大比武
昨日，我市首届食品生产企业出厂检
验技能大比武在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举行，来自全市 8 家黄酒生产企业的出厂
检验化验员参加比试。据了解，市市场监
督管理从 5 月份开始分别对茶叶、饮料、
糕点、肉制品、炒货、酒类等食品出厂检
验进行培训，以确保食品生产环节质量安
全。
记者 孙振华

本报讯 昨日下午，民盟市基层委员会
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召开。金华市政协副
主席、民盟金华市委会主委胡锦全，市领导
卜亚男、刘伟霞、虞乐生、张卫伟参加。
1988 年 11 月 ， 民 盟 东 阳 小 组 正 式 成
立。经过 30 年的发展，东阳民盟目前共有
盟员 128 人，下设 6 个支部、4 个工作委员
会。30 年来，东阳民盟不忘合作初心，积
极践行“立盟为公、参政为民”宗旨，围绕
东阳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发出民盟好声音。
据不完全统计，东阳民盟共向市政协全会提
交团体提案 75 件，委员个人提案 368 件，
获优秀提案 11 件。

分档统筹法基本医保
制度明年元旦起实施
年底前完成“两险”筹资任务
□记者 杜思远 通讯员 楼永华
本报讯 昨日，我市召开医疗保障工作
部署会议，市领导王天仁、左红卫出席。
据悉，《金华市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将
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详见昨日第 6
版）。此次推行的“分档统筹法”的全民医
保制度，实现了金华范围内群众就医服务
“无异地”、同档次待遇“无差别”、全城
“一站式”即时刷卡结算等目标。我市群众
将更加公平地享受到医保服务，最高净报销
额也有大幅提高。比如一档、二档从 15 万
元左右提高到 30 万元，三档从 11 万元左右
提高到 20 万元，翻了一倍。同时，此次医
保统一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困难人员的医保
扶贫力度，对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低
保边缘家庭成员、生活不能自理的重度残疾
人、困难学生和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政府全
额资助其参加二档。
2019 年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保
缴费工作任务，力争年底前完成。

年底完成资料收集和长编

我市推进二轮修志
□记者 朱凯迪

我省公布高考英语加权赋分调查结果

取消加权赋分 恢复原始得分

认定这是一起决策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
本报杭州 12 月 5 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秦军 纪驭亚） 12 月 5 日下午，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浙江省 2018 年 11
月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情况调查结果。
据介绍，11 月 24 日，浙江省高考英语
科目成绩公布后，考试成绩和加权赋分方
式受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质疑，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
记 车 俊 多 次 召 开 会 议 专 题 研 究 。 12 月 1
日，省委决定成立由省长袁家军任组长，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任
振鹤任副组长，有关权威专家参与的省政
府调查组。12 月 4 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听
取调查组汇报并专题研究。经调查，此次
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是一起因决策严重
错误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
据介绍，11 月高考英语科目考试结束
后，省教育厅、省教育考试院收到部分考
生及家长关于本次考试难度偏大的反映，
遂参照去年同期试题难度，对部分试题进
行了加权赋分。
调查组认为，此次高考英语科目加权
赋分决策依据不充分、决策严重错误，导
致结果不公正、不合理。《浙江省深化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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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规定，
“语
文、数学、外语每门 150 分，得分计入考生总
成绩”。考后加权赋分改变了考试“得分”，
不符合上述文件规定。根据教育部门有关
规定，评分细则应在正式评卷前制定。本次
加权赋分是在正式评卷完成后进行的，不属
于评分细则的范畴，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和
省教育考试院混淆了加权赋分与评分细则
的概念。在具体操作中，省教育考试院又没
有进行充分的技术论证，仅作模拟推演，导
致不同考生同题加权赋分值存在差别。
考后加权赋分的决策程序也不合规
定。按照 《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规
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按程序充分论证、
仔细研究、集体决策，但省教育厅主要负
责人未能正确履行职责，违反民主集中制
原则，不经过集体研究，个人决定了事关
全局和稳定的重大问题。省教育考试院有
关负责同志在院长办公会议多数人持不同
意见的情况下，不坚持原则，违规通过和
执行了加权赋分的错误决定。
同时，调查组组织评卷专家对这次英
语科目试卷评卷过程和结果进行了严格核
查，认为这次英语考试评卷的组织符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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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相关规定，阅卷评分是严格公正的，考
生的原始得分合法有效。
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什么错
纠什么错的原则，省政府决定取消这次考
试的加权赋分，恢复原始得分。
在听取调查组汇报并专题研究后，省
委、省政府决定，依据 《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党政领
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 等规定，对相关职
能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分别追究责任。
省教育厅在高考英语科目加权赋分过
程中，履行职责不力，未落实重大事项决
策程序，出现严重错误，造成严重社会后
果，承担领导责任。责令省教育厅党委向
省委作出深刻检查，省教育厅向省政府作
出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省教育厅党委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责令省教育厅向社会发布整改措
施并正式道歉；对省教育厅履行职责不力
问题进行通报。
省教育考试院盲目执行上级领导的错
误意见，造成严重社会后果，承担直接责
任。责令省教育考试院向省教育厅作出深
刻检查；对省教育考试院履行职责不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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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通报。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召开专题
民主生活会，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相关责任人责任追究如下：免去郭
华巍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委员职务，责令
其辞去省教育厅厅长职务。免去王玉庆省
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委员职务，由省纪
委对其涉嫌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对省教育
厅党委委员，省教育考试院党委委员、院
长孙恒予以诫勉。
（下转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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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午，我市召开二轮修志
工作推进会。副市长陈巧锦参加会议。
会上，市史志办汇报了二轮修志工作开
展情况。截至目前，全市 106 家承编单位
中，96%的单位上交了部分章节的试写稿，
78%的单位已完成资料收集工作。财政局、
供电局、虎鹿镇等单位部门代表作了修志工
作经验介绍，各部门单位还就各自修志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及意见建议进行了讨论交流，
对年底完成资料搜集和资料长编进行表态。
我市二轮修志工作整体推进有序，长编
试写初显成效，但仍存在部分单位对修志工
作认识不到位，与市志编辑部对接、沟通不
到位等问题。会议要求各部门单位及镇乡街
道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并在完成规定动
作的同时，也能有自选亮点动作。

农商银行分类帮扶
助力红木产业振兴
□通讯员 吴文雅 贾琳巧

本报讯 最近，市铭华红木企业获东阳
农商银行授信支持，用于红木原材料采购。
当前，红木产业诸多企业积极寻求创新
发展、转型升级，但资金成为不少企业难以
突破的一道坎。为打好“帮扶牌”，东阳农
商银行对本地红木家具行业分三类配置金融
资源。第一类为规范经营的红木企业，通过
运用“阳光·续贷通”等产品“锦上添花”，
努力缓解企业转贷成本高难题；第二类为正
在向规范转型的红木企业，通过运用相关产
品“雪中送炭”，助力个转企、小升规；第
三类为关停的红木企业，列入该行黑名单。
东阳网：
http://www.dyw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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