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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瓯海区委主管

瓯海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8

温州广告产业园
接受国家级考评验收

本报讯（记者 严建春 许
文星）前天，由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
冬伟率队的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广告司专家评估组来我
区，对温州广告产业园创建
国家级园区进行验收考评。
区委副书记、区长曾瑞华，副
区长周金平参加活动。

当天，验收考评组走访
调研中国（瓯海）眼镜小镇品
牌一条街、温州广告产业园
数字展厅、浙江贝贝依依有
限公司、浙江集智传媒有限公
司、森马集团等，实地了解温
州广告产业园发展规模、经济
效益、产业集聚等情况。

曾瑞华汇报温州广告产
业园具体创建情况。近年
来，我区坚持将广告产业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依托温州广告产业园建设，
推动广告产业集聚化、规范
化和高端化发展。2018 年，
园区实现年产值 12.6 亿元，
其中纯广告收入超2亿元。

验收考评组对温州广告
产业园的创建工作表示肯定，
同时，验收考评组针对站位不
高、定位欠缺、运营不足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强调要精准定
位，提升市场化运营水平，强化
突出亮点成效，在服务国家战
略层面发挥更加强大的作用。

“世界超市”矗立牛山片区
首月总成交额达1.2亿

本报讯（记者 王斌）11
月 3 日，我市在湖北省武汉
市举行 2019 年“智汇温州·
才聚两区”全国巡回引才活
动招聘会。区委书记王振勇
率瓯海区 61 家企事业单位
1163 个岗位现场求才，通过
现场招聘、集中座谈、发放宣
传资料等形式，把最美瓯海形
象、最优人才政策、最新招聘
信息等送到武汉高校学子手
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长薛
光伟参加活动。

招聘会上，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马永良专门来到瓯海
团视察指导招聘工作。此次
瓯海团设国有企业、教育卫
生、知名民营企业、国家大学
科技园四大展区。据统计，
当天的专场招聘收到登记人
数894人，初步达成意向335
人（本科占比 78%），民营企
业现场录用 64 人，入围教
育、卫生、国有企业面试 60
余人。

当天下午，马永良和王振
勇一行参观了武汉光电国家
研究中心，听取该中心的发展
历程，以及在人才、科研、社会
服务等方面的成绩汇报。随
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召开座谈
会，探索新时期产学研合作机
制，促进温州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和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双
方就通过华中科技大学温州
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深化市
校合作达成初步意见。

当天，王振勇来到武汉大
学工学部体育馆招聘现场，查
看我区企业专场招聘情况，详
细了解企业发展经营、人才需
求、招聘岗位、薪资待遇等情
况，并专门向大学生推介瓯海
资源优势和人才政策。他指
出，要当好“宣传大使”积极向

学生宣传我区企业发展、薪
资、住房保障、培养晋升等优
惠政策，吸引人才来瓯，为我
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

王振勇强调，瓯海今年
出台了配套完善、力度空前
的人才政策，诚意满满地为
优秀人才送上创业创新、就
业发展大礼包。要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和更加宽广的胸
怀，广聚各类人才，坚决打好
中高端人才净流入攻坚战，
为瓯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
力、新活力。

今年，我区全面启动大
学生“留瓯返瓯工程”，在政
策上加码发力。此次为武汉
学子带来《瓯海区高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留瓯返瓯工程二
十五条举措》《瓯海区 50 家
见习实训基地岗位汇总》等
一揽子政策信息，条条干货，
句句真金。据悉，我区积极
打造底薪联盟（本科保底 6
万元以上）和高薪联盟企业
（本科保底 8 万元以上），将
政府指导工资写入劳动合
同。同时，为解决新就业学
生租房贵、难问题，我区推出
全市最优政策，提出首年无
租金负担目标，除落实好市
里每月补贴博士、硕士、本
科 、专 科 分 别 2400、1200、
600、300 元外，额外分发“安
家券”，最高可享受到博士
3500、硕士2500、本专科1500
元补贴。

期间，我区还举行了“家
燕归巢、智汇瓯海”2019年瓯
籍学子回瓯返瓯武汉站座谈
会。薛光伟与瓯籍武汉学子
共聚一堂，向学子联盟授旗，
并为 12 位武汉高校特聘联
络员颁发聘书。

王振勇率队赴武汉现场招才

为我区经济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热烈庆祝“11·8”第 20 个新中国记者节！

连日来，瓯海中心区半塘公园，桂香环绕，孩子们嬉戏打闹、尽情玩耍。放眼望去，一簇簇桂花挂满
枝头，空气中弥漫着香甜的味道，沁人心脾。 苏巧将 蔡温瑞/摄

丹桂飘香丹桂飘香

本报讯（记者 庄苗苗 王
斌）近日，记者从温州全球商品
贸易港获悉，开业短短一个月
以来，该贸易港线上线下总成
交额已达到1.2亿元。

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所在
的牛山片区过去一直是产业低
散、环境脏乱差的重灾区，片区
内原有民房 1570 户、企业 146
家，涉及建筑面积74万平方米，
户籍人口约 6600 人，外来人口
7.6万人。2013年，我区借力开
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的有利
契机，率先打响牛山片区整体
改造整治攻坚战。规划改造区
总占地面积 3495 亩，其中核心
建设区 1350 亩，总建筑面积达
156万平方米。去年，国家自然
资源部发布《关于城镇低效用
地再开发工作推进情况的通
报》，我区牛山片区整治成为城
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成功实践
案例。

片区整体改造整治后，眼
下，牛山片区不仅有华侨城文
化旅游度假区项目，城市之窗
整装家居中心，还有深受市民
青睐、规模宏大的温州全球进
口商品贸易港……

“我们贸易港开业以后给
温州市民带来一个新的购物场
所，不仅受温州市民欢迎，很多
周边地区，像福建宁德就有很
多人都跑过来，因为他们觉得
我们这里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实
惠，能买到比代购更低的价格，
同时我们这里又是假一罚十，
非常有保障。”温州全球商品贸
易港总经理赵者侠介绍道。9
月26日开业的温州全球商品贸
易港位于我区牛山交通枢纽，
是“B+C”体验式批零交易中
心，总占地面积66.6亩，总建筑
面积 27.4 万平方米，整体以欧
洲、美洲、亚洲为主题，涉及 4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个代理品牌
和3万多种商品，是一个功能齐
全的进口商品集散“综合体”。
作为温州建设浙南闽北赣东进
口商品集散中心的核心项目、
重要平台之一，温州全球商品

贸易港将承担起进口商品展示
和交易功能，努力打造进口商
品“世界超市”。

去年5月，全省对外开放大
会提出支持温州建设浙南闽北
赣东进口商品集散中心。去年
8 月，我市召开对外开放大会，
提出加快建设浙南闽北赣东进
口商品集散中心。根据《温州
市建设浙南闽北赣东进口商品
集散中心行动方案》，我市立足
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
建，以“一中心一基地多平台”
建设为支撑，打造浙南闽北赣
东地区特色鲜明、品种齐全、结
构合理、模式多样的进口消费
品集散地和服务本地的“世界
超市”。根据《方案》，其中的

“一中心”就是指位于我区牛山
的温州进口商品贸易港。

（下转第2版）

编者按：产业兴则城市
兴，产业强则经济强。一直以
来，产业都是城市经济永续发
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区委、区
政府不断探索推进的重要课
题。瓯海产业，拥有“中国智
能锁生产基地”“中国眼镜生
产基地”“浙江省新型包装产
业基地”等金名片，服装、鞋

革、眼镜、汽摩配、锁具、电气
机械等六大特色支柱产业，更
是瓯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
效和缩影。在经济新常态下，
瓯海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出台“1+5+16”产业政策体
系，突出扶优扶强扶新导向，
量身定制扶持政策，产业转型

发展不断呈现好势头和新气
象。本报从今天起特推出《重
质量、树品牌——优势产业看
瓯海》栏目，聚焦聚力瓯海产
业发展新动态和新成果，充分
激发出全区上下凝心聚力砥
砺奋进的新动力，全力打造产
业发展新高地，不断开创瓯海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