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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陈圣

珍）9 月份，天气由热转凉，冷热交替，昼

夜温差较大。市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防病

提示，市民要注意预防肠道传染病、食源

性疾病及媒介生物传播的疾病。

防蚊、灭蚊严防登革热
9月份仍是蚊子活动的高峰期。蚊子

可以传播许多疾病，包括乙脑、疟疾、登革

热等。对于蚊媒介传播的传染源和传播途

径，有效的预防措施包括：对病人及时治

疗，做好家畜、家禽的管理；利用蚊帐和驱

蚊剂、灭蚊剂，同时保持动物圈棚的卫生，

清理积水，填平洼地，消灭蚊子的孳生地。

此外，接种疫苗是保护易感人群的好

办法。适龄儿童应根据计划免疫程序按

时接种乙脑疫苗，外来人员也应到所在地

社区服务中心补种，降低乙脑发病率。即

将要到东南亚等地旅游的市民，在旅游期

间要做好防蚊措施，采取穿长袖衣裤、暴

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等方法，防止蚊子叮

咬，避免感染登革热。

注意卫生，预防肠道疾病
夏秋季节适合苍蝇和病菌的繁殖生

长，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加上学生开学聚

餐增多，容易发生群体性感染性腹泻。

因此，9 月份是食源性疾病和肠道传染病

发病高峰期。

肠道传染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可伴有发热，严

重者出现脱水。该病具有发病突然，家

庭呈多例感染，学校、幼托等集体单位表

现集体性食物中毒的特征。

因此，各学校食堂经营单位、送餐单

位应加强食品卫生管理，防止食品污染，

预防集体性食源性疾病发生；家庭尤其

是农村家庭自办酒席应注意食品安全，

注意生熟分开。

预防感染性腹泻，首先要做到勤洗

手，尤其是饭前便后；其次要注意吃熟

食，生熟食品分开，食物煮熟、煮透再吃，

尤其是海产品，一旦腐烂切忌食用。若

出现腹泻、发烧等症状，及时去肠道门诊

就医。

预防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我市的流感呈现冬春季节和夏季两

个流行高峰。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个人

卫生，做到勤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用

手帕或纸巾轻掩口鼻。尽量避免接触

流感样病例患者，必须接触时应配戴口

罩。若出现流感样症状，应立即停课或

离开工作岗位，避免接触他人，同时及

时就医，并配戴口罩。

疾控专家提醒，眼下气温处于由高

到低转换期，昼夜温差大，市民应注意

预防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加强室内

通风，保持空气新鲜，注意个人卫生，坚

持有规律的体育活动，增强体质，儿童

加强户外锻炼，减少到公共场所活动。

此外，夏秋交替时节，还要注意预

防 急 性 出 血 性 眼 结 膜 炎（俗 称“ 红 眼

病”）等传染性疾病。据专家介绍，急性

出血性眼结膜炎传染性极强，人群普遍

易感，具有发病率高、传播快、发病集中

等特点，每年 8 至 9 月为流行高峰，多见

于成人。

如果发现红眼病，应及时隔离、就

诊治疗，家庭内做好隔离消毒，所有用

具应单独使用，最好洗净晒干后再用；

平时注意手部卫生，养成勤洗手的好习

惯，不用脏手揉眼睛，勤剪指甲；患红眼

病后除了积极治疗，还应少去公共场所

活动，不使用共用毛巾、脸盆等。

本报讯（记者 钱枫枫 通讯员 柯有来）

日前，市环保局联合玉海街道硐桥社区开

展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在人流集

中的地段开展宣传，向行人发放宣传资

料，挨家挨户上门向小区居民讲解河道

治理、人居绿化、大气污染防治等与生态

环境相关的常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

用水习惯，节约和保护水资源，积极助力

治水工作。

据悉，此次活动共发放资料约 400

份，进一步加深社区居民对生态环境整

治的了解程度，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

的良好宣传氛围。

玉海硐桥社区开展
生态环境质量公众满意度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苏梦璐）房产交易是大

事，为确认交易真实、有效，一般情况下房

产交易各方当事人要到房产管理机构办

理相关手续。但是，如果房产所有权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前来，该怎么办？飞云住建

所（房屋交易中心）深入贯彻“最多跑一

次”改革精神，急群众所急，上门为房屋交

易当事人办理业务。

日前，飞云住建所（房屋交易中心）接

到群众打来的电话，对方称南滨街道柏树

村村民刘某急着完成房屋交易手续，但卧

病在床，不能到住建所办理手续。

该所核实情况后，立即研究制定方

案，指定专人上门服务。房屋交易涉及不

动产登记，工作人员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飞云分中心联系，请求其派员协助办理。

当天上午 11 时许，工作人员来到刘

某家里，现场完成制作询问笔录、签字捺

印等相关手续，很快就为刘某办理完毕房

产交易业务。

飞云住建所上门办业务方便村民

本报讯（记者 张洵煜 通讯员 李武）日

前，全省同步组织开展“万家企业无理由退

货”社会承诺百城联动活动，省领导宣布活

动正式启动。瑞安分场相关企业宣读承诺

并表态发言，副市长林政洪为消费体验义工

小分队授旗。

据悉，我市已出台《大力实施“放心消费

在瑞安”行动方案》，建立由19个部门组成的

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暨全面实施“放心消费在

瑞安”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作为全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和全面实施“放心消费在瑞

安”行动协调机构。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30

多家企业参与无理由退货承诺活动。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表示，我市已经明

确目标，到2020年全市建设示范型放心市

场12家、放心商店90家、放心网店115家、

放心餐饮店 100 家、放心化妆品经营单位

130家、放心药店50家、放心景区3家的目

标，今后将对接大型超市、商城、网商园，进

一步开展“放心消费”示范商圈建设。

“万家企业无理由退货”社会承诺百城联动活动启动

我市130多家企业承诺无理由退货
市疾控中心发布 9 月健康防病提示

注意防蚊灭蚊、食品卫生和预防流感

■记者 陈丹丹

“消防栓前堆放杂物、消防通道不畅通⋯⋯”日前，林川镇溪坦村网格长

董庆余在实地督查时，发现某便利店存在多处消防安全隐患，就用手机拍下

隐患点照片，并上传至“平安图”APP。很快，该镇综治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接

收到这条信息，通过网上“派单”、流转处理，由镇消防站跟进问题隐患整改。

两天后，这条信息的“整改描述”显示“已整改完成”，一同附上的还有原

隐患点整改完毕的照片。

短短两天时间，从发现隐患、落实整改到整改到位，背后是我市“平安图”

综治作战平台在持续发力。

如今，“平安图”已经在桐浦镇试点成功，并在全市23个乡镇、街道推广

使用，全市34个行业10.7万家重点单位（点）已经纳入“平安图”系统管理。

桐浦镇试点成功
无隐患率由20%升至85%

走进桐浦镇沿街商铺，粘贴在店门口

的二维码门牌十分引人注目。

餐饮店老板刘先生告诉记者，小小的

二维码门牌里可“藏”着该店一年多来的平

安“成绩单”，只要排查人员用手机扫一扫，

就一目了然。

桐浦镇网格员、村干部提起“平安图”

时，无不称赞：“自从有了这个‘秘密武器’，

以往枯燥的日常排查工作仿佛开启了‘智

能模式’。”

该镇党委副书记秦声峰介绍，我市行

政区划调整后，桐浦镇隐患排查工作面临

工作对象量大类多面广、信息流转不畅等

问题，而且辖区道路情况复杂，部门站所查

找监督执法对象时难度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平安图”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集平安数据采集、信息分析研判、

事件流转处置、综合统计考核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治作战平台。

“现在，网格员巡查时，只需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门牌，再根据 APP 中的清单内

容，点选存在问题的选项上传即可，方便又

高效。”谈起“平安图”为该镇社会治理工作

带来的便利，秦声峰娓娓道来。

“如果想去某个地方检查、执法，不认

识路也没关系，因为系统自带导航功能，会

做出准确的路线规划。”秦声峰说，站所执

法人员根据导航，无需网格员带路即可找

到处置点，有效改善耗人、耗时的“毛病”。

去年 4 月底，该镇“平安图”电脑版试

运行，去年 8 月中旬 APP 版试用。截至目

前，该镇已经将 619 个管理单位（点）纳入

“平安图”系统管理，单位（点）无隐患率由

去年5月份初次排查的不足20%提高到如

今的85%。

打造“神经中枢”
织就一张“平安大网”

桐浦镇“平安图”已经试点成功，我市

正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届时“平安图”

将织就一张“平安大网”。

昨日，市委政法委工作人员金伟星向

记者展示了“平安图”综治作战平台的各项

功能：“平安图”以市级平台为“神经中枢”，

各乡镇、街道均有各自辖区的地图，地图上

分布着不少定位符号，颜色不一，随便点击

一个，可以显示经纬度、基本资料、历史排

查记录等信息。

“系统按照‘四色警示’落实管控措施：

绿色代表正常，黄色代表部分整改，红色代

表全面整改，黑色则为取缔。”金伟星说。

此外，“平安图”不仅植入各行业单位的排

查清单，还对其进行 GPS 定位，实现基础

信息的电子化“一户一档”，以便周期循环

式排查管理。

“平时，这是各自辖区的‘数据库’，点

点鼠标，平安信息一目了然；实战中，决策

者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进行分析研

判、指挥调度。”金伟星一边介绍，一边在地

图上划出一个红色的圈，展示系统的指挥

作战功能。

利用系统“事必留迹”的优势，更有利

于相关部门进行实时督促。“这种‘监管+

督促’的形式，让工作更高效，也为追责、免

责提供了依据。”金伟星介绍，平台的综合

统计、实时排名、实时预警等功能与全员考

绩、评优评先、基层站所评议等挂钩，做到

奖优罚劣。

滚动“数据雪球”
及时“把脉”海量信息

陶山镇召开“平安图”系统操作培训

会、东山街道 43 名行业排查员深入辖区

“把脉”平安动态⋯⋯连日来，我市各乡镇、

街道相继启动“平安图”行业信息录入及宣

传工作。

通过走村入户，东山街道行业排查员

朱林和众多网格员一起，将每天采集的第

一手信息通过“平安图”APP 输入平台。

对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及时处理；需

要多部门联合处理的，则通过信息流转，由

相关职能部门解决。

可以说，每一条信息背后都是多部门、

多层级处理机制在运作。目前，玉海街道

已经完成行业排查。该街道相关负责人

说：“案件如何流转办理、处理到哪一步、哪

个环节出了问题，平台上一目了然。相比

以前用纸质催办单的办理模式，信息化手

段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 10.7 万家重

点单位（点）已纳入“平安图”系统管理，共

计排查 7576 次，派发整改单位 1567 家，

567 家单位完成整改；发现隐患 5077 项，

完成整改2010项。

“掌握这些海量信息，就是给社会动向

即时‘把脉’。”金伟星说，全市“平安图”绘

就后，将基本实现对我市平安工作主要对

象的全时全态化管理，并计划建立一整套

研判分析体系，有效缓解各级各部门之间

存在的“信息孤岛”、“数据鸿沟”现象，实现

社会治理的动态管理。

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平台

在全市推广复制后，不只是单纯地把数据

整理在一起，而是通过网格员采集、数据完

善，形成“滚雪球”模式，让这些数据在使用

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吸收新数据，保持

数据的鲜活性，最终越用越大、越用越全、

越用越准，保证“平安图”综治作战平台“越

来越活”。

我市大力推进“平安图”综治作战平台建设

大数据为基层社会治理安上“最强大脑”

平安瑞安平安瑞安 共建共享共建共享

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
系列报道（1）

开栏语：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已经成为探索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心。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把传统群

防群治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许多方法在温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具有示范意义。从今日起，本报开辟“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系列报道，集中报道我市利

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经验和做法，助力“平安夺鼎”。

本报讯（通讯员 李晓云 记者 金汝）

日前，市司法局莘塍所开展剿灭劣V类水

专项法治宣传活动，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以法治宣传服务“剿劣”攻坚战。

宣传人员在现场悬挂“剿劣”横幅，向

路人发放“剿劣”宣传资料、宣传品等，结合

各类治水典型案例，讲解“剿劣”相关知识

和法律政策，阐述劣V类水的形成的原因

以及避免劣V类水形成的方法，强化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护水、爱水的自觉性。

司法莘塍所开展“剿劣”专项法治宣传活动

秦声峰介绍秦声峰介绍““平安图平安图””相关功能相关功能（（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