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瓯海
数字报

浙新办[2006]21号

瓯海新闻
微信公众号

http://www.ouhai.org.cn

2020年6月 日 星期一
农历庚子年五月初九

新闻热线：8853904288539042 8852470388524703

第1802期

中共瓯海区委主管

瓯海区融媒体中心主办

本版主编：董宝生 陈婵娟 编辑 :陈如 电话：88534659 E-mail：jroh@163.com（编辑部） 逢星期一、三、五出版 传真：88534661 版式制作：祁建 马慧琼

我区召开冲刺“半年红”部署推进会暨
争先创优工作专班汇报会

以最强决心最佳状态
奋力夺取经济高分报表

29

本报讯（记者 黄冰娥 许文
星）6 月 24 日，区委书记王振勇
主持召开冲刺“半年红”部署推
进会暨争先创优工作专班汇报
会。他强调，要贯彻落实省、市
争先创优行动部署，对照“二季
红、半年正、蓝转绿”目标，以最
强决心、最佳状态，决战冲刺 6
月份，奋力夺取经济高分报表。
区领导金衍光、黄建春、陈朝明、
林照光、周金平，区政府党组成
员吴雪梅参加会议。

会上，区发改、经信、财政等
牵头部门负责人汇报14个专班
工作开展情况。会议通报 5 月
份省、市对区MEI指数考核结果
和区对镇街（开发区）考核结果，
对1-5月份GDP完成情况进行
详细分析。据介绍，5月份，全区

MEI 指数最终得分 89.11 分，评
价为“优”档、“五色图”进入蓝色
区间、排名全市第 4、全省第 38
位，较4月份前移21位。

王振勇指出，过去一段时
间，全区上下强化争先恐后、争
先进位、争先创优的“三争”意
识，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总体经
济指标回升向好。但也要清醒
看到，当前争先创优工作面临严
峻形势。他强调，要紧盯“半年
正”目标抓冲刺，锚定“全市保四
争三、全省争取前30”目标，具体
做到由蓝转绿、指标转正、工作
转段，确保半年度GDP增长2%
以上，力争实现4%高线目标，同
步抓好下半年重点工作谋划推
动。

王振勇强调，要紧盯关键指

标抓攻坚，重点攻坚规上工业增
加值、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
入、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外贸出口总额等5项
指标，坚定扛起瓯海担当。要紧
盯重点难点抓专班，紧盯权重系
数大的指标，补齐落后短板，精
算项目得分，加强向上对接、向
下指导，推动专班工作再提效。
要紧盯数据质量抓基础，确保数
据上报的真实性、数据对接的及
时性、数据之间的匹配性，做到
应统尽统。要紧盯责任压实抓
督考，区四套班子领导要定期联
系挂钩镇街、强化督促指导，镇
街主要领导要亲自上、亲自抓，
部门要当好承上启下的联络专
员，牵头抓准、统筹协同，当好参
谋、抓好督查。

城市绿盒城市绿盒““快闪快闪””
亮相瓯海亮相瓯海

本报讯（记者 张闻哲 陈伟
超）6 月 23 日下午，区委书记王
振勇专题研究区社会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推进工作，强
调要提高站位、下定决心，高质
量推进中心建设，着力打造成化
解矛盾纠纷的“终点站”。区人
民法院院长周虹、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陈贤木参加调研。

会上，区委政法委传达全市
县级矛调中心推进会议精神，汇
报我区矛调中心提升建设进展
情况、存在问题及建议；瓯海中
心区建设中心汇报区矛调中心
室外标识建设情况与内部空间
优化设计方案；区信访局汇报杭

州市江干区矛调中心考察学习
情况。

王振勇指出，县级矛调中心
建设是“最多跑一地”改革的标
志性工程，也是浙江成为“重要
窗口”的重要举措，相关部门要
提高站位、下定决心，高质量推
进区矛调中心提升建设。要按
照“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理
念，统筹考虑问题，优化功能布
局，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达到

“一窗受理、分流处置”的运行要
求，着力将中心打造成化解矛盾
纠纷的“终点站”，变“群众往上
跑”为“干部往下跑”，变“业务数
字化”为“全程智慧化”。

王振勇强调，要因地制宜建
设镇街分中心，提升基层矛盾化
解能力，大力引导矛盾纠纷就近
调解，同步理顺运作机制，实现

“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镇街,
矛盾化解在基层”的目标。要配
强人员力量，提升法律素养和依
法化解矛盾纠纷能力，及时发现
处理矛盾纠纷隐患，全心全意为
百姓提供“保姆式”服务，真正化
解矛盾、解决问题。要善于学习
和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完善我区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提高各
级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的效果，全面提升群众满意度、
获得感、幸福感。

王振勇研究区矛调中心提升工作

高站位推进打造矛调“终点站”

省教育厅来我区调研工作

加大教育投入
激发教育活力

本报讯（记者 黄冰娥
许文星）6月23日，区委书记
王振勇率队调研全球商品
贸易港扩容工作时强调，要
注重党建引领，抓规范促提
升，抓阵地拓功能，以商圈
党建进一步增强入驻企业
凝聚力。区领导金衍光、楼
了凡参加调研。

当天下午，王振勇来到
全球商品贸易港，与入驻商
家交流，向贸易港负责人问
需，并深入外围改造工地、
三楼装修区、写字楼办公场
所等区块，实地了解贸易港
仓储配套、特色馆建设、新
业态引入、跨境电商线下自
提业务、第三届浙江（温州）
进口消费品博览会筹备等
多方面工作推进情况。通
过座谈，王振勇对具体工作
逐项提出指导意见。

王振勇指出，要加强党

建引领，由属地街道牵头成
立专班，设立党群服务中
心，加强对入驻商家的数字
化管理服务，以商圈党建进
一 步 增 强 入 驻 企 业 凝 聚
力。要持续深化“三服务”，
创新工作，派驻市场监管部
门干部入驻到党群服务中
心，重点加强进口商品规范
化管理和指导服务。

王振勇要求，要进一步
加强对入驻企业门槛把关，
着重招引进口商品等相应
业态，增强全局观，加强与
瓯海中央商务区的互动推
介，着力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改造和场馆建设装修
方面，在加快进度的同时，
要注重把握细节，体现出整
体美、细节美。要共同努
力，进一步加强部门与贸易
港的合作对接，以及进口指
标和批零指标冲刺提升。

区领导调研全球商品贸易港扩容工作

注重党建引领
增强入驻企业凝聚力

本报讯（记者严建春 王
斌）6月24日，由省教育厅党
委书记、厅长陈根芳率队的
调研组来我区调研。市、区
领导汤筱疏、曾瑞华参加调
研。

陈根芳一行先后走访
梧田第一中学、瓯海区外国
语学校初中分校，详细了解
校园环境打造、校园文化建
设等情况。“要坚持体育锻
炼，让身体强壮起来，”在梧
田第一中学，陈根芳和正在
上足球课的学生交谈，叮嘱
他们要每天坚持户外运动，
保护视力，强健体魄，提升
自身领导力和创造力。在
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初中分
校，当听到孩子回答说喜欢
这所学校时，陈根芳为该校
基于“班组文化”的课堂变
革实践研究点赞。

陈根芳强调，要进一步
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大
教育投入，提升办学水平、
校园文化和教育质量，为加
快教育现代化建设创造必
备的条件，提升校园品质品
位，注重校园环境精细化管
理，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
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有质量的教育。要激发
教育活力，更加突出教师队
伍建设，引导教师更好地承
担起教书育人的任务，促进
教育事业持续协调发展。

近年来，我区教育事业
取得显著成效。2019年，瓯
海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
测比上年提升34名，居全市
第一；学前教育补短提升工
程获省政府通报表扬和激
励，教育工作业绩考核获年
度全省优秀单位。

本报讯（记者 叶斯斯
许凯光）6月24日，龙湾区委
书记周一富率考察团一行
来我区考察。区委书记王
振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吴
宏儒、区政协主席林宝新等
一同考察。

首站，考察团抵达仙岩
街道渔潭村参观中共浙南
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
馆。在一张张图片、一件件
实物前，考察团驻足细细观
看，仔细聆听波澜壮阔的革
命历史，深刻体会革命先驱
的奋斗历程。

随后，考察团来到温州

国家大学科技园，详细了解
大学科技园功能定位及发
展目标、高教新区总体思路
及空间布局等，并观看高教
新区总体规划模拟互动演
示系统。考察团对我区利
用现有优势条件加快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努力谋划省
级高新区的做法表示赞赏。

当天，考察团还实地参
观全球商品贸易港，并查看
瓯海中心区建设情况。考
察团表示，通过此次考察学
习，收获很大，对瓯海科技
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都有
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龙湾区考察团一行来瓯考察

点赞瓯海科技创新

近日，瓯海银泰百货广场迎来一位“网红”，它就是今年我区
“生态文化月”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推出的“生态主题互动展”——城
市绿盒。城市绿盒以快闪店的形式亮相，展示期间有不少群众前
来参观，体验绿色新生活。 瓯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