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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建春 王斌）
前天，我区重大项目工程集中开
工、重点项目工程集体竣工投用
仪式举行，57个项目总投资共计
507.6 亿元。这批项目的集中开
工和集体竣工投用，将为我区打
造温州主城区西南主门户注入
强劲动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塘河沿线开发建设指挥部
总指挥任玉明参加竣工投用仪式
并参观塘河石刻博物馆。区委书
记王振勇发布开工令。曾瑞华、
吴宏儒、林宝新、钱素文等区四套
班子领导参加活动。

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 26
个，总投资432.6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76.9亿元，其中安居项目13个、
产业项目6个、社会发展项目3个、
交通项目 3 个、美丽乡村项目 1
个。 集体竣工的项目共31个，总
投资75亿元，其中安居项目8个、产
业项目6个、交通道路项目17个。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项目
中，南湖未来社区是我省首批未

来社区项目，总投资 55 亿元，这
不仅是对未来居住模式的巨大
变革，同时将引领南部新区建
设。其中B-08地块、D-05地块
安置房作为城中村改造工程，将
为老旧小区改造和“全拆重建
类”未来社区建设提供先行先试
的瓯海样本。

南湖社区以“塘河文化社
区”为主题，将通过TOD(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双创复合中心
开发、智慧生态生活区打造、塘河
民间博物馆展览区建设、推进项
目工程总承包(EPC)等四大举措，
争取形成智慧宜居水乡、民间文
化博览、TOD多功能集成三大特
色，打造以文化传承与生态康养
为特色的未来水乡社区。

当天，重点项目工程集体竣
工投用仪式在塘河非国有博物
馆——塘河石刻博物馆举行。
该项目主要展示温州历代石雕
石刻作品，所采用的砖石来自温
州境内200余个村落，是目前省内

唯一一座石刻博物馆。该馆的开
放，为塘河博物馆群建设翻开了
靓丽的首页。

王振勇在重点项目工程集
体竣工投用仪式上致辞时强调，
瓯海将通过建设博物馆群带动
塘河沿线整体开发，努力打造温
州最具魅力的休闲旅游胜地、展
示温州千年城市文化的窗口、连
接温州过去未来文明的纽带，不
断提升人气、集聚商气、彰显文
气，形成沿塘河文化圈，成为全
市月光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级。

曾瑞华在重大项目工程集
中开工仪式上要求，各项目单位
要精心组织施工，加快建设进
度，力争早竣工、早投产、早见
效。各职能部门要提供高效服
务，为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保
障。相关镇街、村居要齐心协
力，全程护航工程建设，确保“无
障碍”施工。

当天上午，区四套班子领导
还参加了广化南路通车。

献礼国庆 再擂战鼓

我区超500亿重大
项目工程集中开竣工

本报讯（记者 林慧慧 陈伟
超）千年纸山迎国庆，诗画泽雅
候君来。9 月 28 日上午，由区
委、区人民政府主办的2019瓯海
纸山文化旅游节在风光秀丽的
泽雅镇游客集散中心开幕。王
振勇、曾瑞华、吴宏儒、林宝新、
钱素文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出席
开幕式。

此次旅游节主要分为“纸山
遗韵·泽雅文化”“绿水青山·泽
雅生态”“纸农菜香·泽雅味道”
三大主题，精心安排了发展成果

展、屏纸版画展、非遗文化展示、
纸农菜肴分享、2019 中国-泽雅
首届“林岙杯”山溪游钓邀请赛、
泽雅环湖绿道南线贯通仪式暨
骑行体验活动等一系列活动，让
广大市民在领略靓丽山水风光
的同时，能够全面体验瓯海深厚
的特色文化。

开幕式后，区委书记王振勇
一行共同参观了现场的非遗展
区，还来到刚刚贯通的泽雅环湖
绿道，体验绿道慢步，领略泽雅
湖的秀美景致。

当天，还举行了中国泽雅纸
农菜研究传承点授牌、全国山溪
游钓基地迁址林岙村授牌、“寻
找最美纸山梯田”摄影大赛颁奖
仪式和《纸农乡味》《屏纸版画》
开机仪式。据悉，本次纸山文化
旅游节活动还将举行马鞍岩森
林康养基地试营业仪式、瓯海区
第二届农民丰收节等。

当天上午，温州瓯海北林垟
田园综合体潘岙区块改造举行
开工仪式。王振勇宣布开工令，
区委副书记、区长曾瑞华致辞。

纸山文化旅游节开幕
领略靓丽山水风光 体验深厚特色文化

蔡温瑞蔡温瑞//摄摄

本报讯（记者 陈伟超 胡思
怡） 昨天，瓯海区庆祝人民政
协成立 70 周年演讲比赛暨文艺
汇演隆重举行。《瓯海政协之
歌》《女儿绿》《请你来协商》

《新中国走进新时代》……表演
者用动人的歌声和优美的舞蹈
展现了区政协委员的新形象与
新风采，展示了瓯海优美的景
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抒发了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随后，还
举行了“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我的政协情怀”主题
演讲比赛。

庆祝人民政协成立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70周年汇演周年汇演

本报讯（记者 严建
春 许文星）9 月 27 日，区
委书记王振勇主持召开区
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
学习省委书记车俊，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黄建发在
我区调研指导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王振勇强
调，要认真领会、全面贯彻
省委书记车俊四个“显担
当见成效”的重要指示，牢
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体要
求、目标任务和重点措施，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
实，确保走在全省前列、当
好标杆。区四套班子领导
曾瑞华、吴宏儒等参加会
议。

9 月 25 日晚，车俊主
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温州
市和我区主题教育开展情
况汇报。车俊对我区公办
幼儿园建设、中国（瓯海）
眼镜小镇打造、温州全球
商品贸易港开业、特殊群
体精准扶贫等工作表示肯
定，对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关心关爱干部12条、瓯资
通平台建设、农民资产授
托代管融资模式改革等方
面予以点赞。

会议指出，要在深化
学习教育上走前列。要坚
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对于不同群体，开展不
同形式、有针对性的学习，
避免灯下黑，做到各层级
全覆盖。区四套班子领导
和区管干部要争当学懂弄
通做实的排头兵，继续开
展好专题学习会、领导干
部专题读书班和专题党
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温州改革发展作

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
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采取通俗易懂、生动鲜
活的方式，切实增强主题
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同时，要用好用足我区的
浙南一大、景德寺、郭溪燎
原社等红色资源，讲好瓯
海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会议要求，要在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上
提标准。全区各级党组织
要组织参观“红色记忆”展
览和开展老干部、老党员
慰问走访等工作。各级党
组织书记谋划上好专题党
课。区四套班子成员和党
员领导干部要在带头领衔
调研、化解难题上加力加
码。区巡回指导组要把分
类指导作为基本要求，重
点抓好各级书记和领导班
子成员，坚持从实际出发，
克服“上下一般粗、工作一
刀切”。要结合瓯海当前
的形势，大力开展环境问
题整治，切实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满意度。

会议强调，要在检视
整改问题上出实效，重点
检视“五个够不够”，做到
真改、真落实，不断把主题
教育引向深入。要在统筹
结合重点任务上做示范，
与走乡入村深化“三服务”
活动、“三助三红”专项活
动、平安建设等活动相结
合，把主题教育抓得更深、
把改革发展劲头鼓得更
足、把各项工作步伐迈得
更大，以新担当新作为推
动瓯海高质量发展。

区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车俊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心走实

王振勇督查登革热防控
和环境整治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打好翻身仗
本报讯 （记者 黄冰

娥 许 凯 光） 9 月 26 日
晚，区委书记王振勇赴梧
田街道开展登革热防控和
环境整治工作夜查，强调
要破除惯性思维，高标准
严要求打好翻身仗，让环
境整治民生工程成为街道
开展主题教育最亮的“成
绩单”。副区长王晓康参
加督查。

当晚，王振勇一行先
后来到梧田街道蟠凤、大
堡底、月落垟等村，深入
居民小区房前屋后、大街
小巷，查看蚊虫消杀和孳
生地“六清”等登革热防
控措施落实情况。检查中
发现，尽管防蚊灭蚊、防
控知识宣传等行动正大力
开展，但环境卫生差、群

众卫生意识不强等问题依
旧突出，源头治理亟待提
升。

王振勇一行在蟠凤村
西垟锦园沿路查看，随处
可见人行道沦为租户、餐
饮店的后厨房，马路上生
活污水横流，垃圾堆放点
均是臭气熏天、随意散
乱，条条道路皆是车辆横
七竖八无序停放，脏、乱
现象触目惊心。在大堡底
村，小巷里堆放着住户闲
置的桌椅杂物，繁华大街
被围上篱笆成了私人菜
地。“不良的卫生习惯、
占道行为侵害的是公共环
境，绝不能熟视无睹！”
王振勇指出，要破除惯性
思维，强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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