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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等

筑牢政治忠诚
谋好干好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丹 许凯光
见习记者 林安宁）1 月 11 日，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姜迪清到区司
法局调研法治瓯海建设工作，并
重点了解我区“八五”普法和依
法行政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潘小林、副区长王金法
参加调研。

姜迪清一行详细听取区司
法局工作汇报，并观看行政合同
管理“一体化”应用、行政诉讼案

件系统运行演示。座谈会上，与
会人员围绕“八五”普法宣传教
育、政府依法行政等内容进行交
流，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姜迪清指出，法治瓯海建设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区司法局
作为职能单位，要着重抓好“八
五”普法和依法行政监督工作。
他强调，普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要重点突出、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构建全民普法格局；要制
定具体方案，有针对性、系统性、
计划性，追求普法的实际效果；
要发挥司法部门主体作用，开展
实时普法，壮大社会普法力量，
形成社会大普法工作合力。同
时要着力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
制，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全力助推法治瓯海、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发展。

姜迪清调研法治瓯海建设工作

形成普法合力助推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叶斯斯）前天，
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会议召开。会
上，区委书记曾瑞华作为唯一的
县（市、区）代表作题为《高举“浙
南火炬”传承“改革基因”高水
平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标
杆》典型发言，我区基层党建工作
经验再一次在全市唱响。

我区拥有浙南一大会址、温
州和平解放谈判旧址、中国农村
改革源头燎原社三张红色金名
片。近年来，我区坚定扛起“浙
南火炬手”的担当，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马当先争标杆，勇夺平
安、治水、科创“三鼎”，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区五年进6位。

赓续“浙南火种”精神，凝聚
共富奋进力量。我区全力发挥三
张红色金名片效应，实施“争当浙
南火炬手”行动，掀起“同奔共富
路”的红色热潮。紧抓“浙南一大
召开90 周年”“燎原社包产到户
65周年”契机，开展“浙南火种”精
神赓续十大活动，开办204 个瓯
悦学堂，把思想理论武装到党员
干部、延伸到全体市民。创新

“三色榜”激励机制，举办“瓯海
六比竞赛”，率全省之先打出干
部实战练兵、关心关爱组合拳，
选派775名党员赴疫情防控等中

心战场，有力重塑瓯海铁军的担
当风采。坚持“抓两头带中间”，
首创“共同富裕联合体”，组建强
村党建联盟34个，实现欠发达村
年收入增长 25%以上，推动共同
富裕有依靠、有力量、有方向。

践行“党建就是生产力”理
念，绘就共富美好图景。我区积
极适应组织形态变革，实施党建
助力十大共富创景行动，让组织
体系融入发展体系，让政治建设
贯通发展全程。党建联盟激活
产业动能，组建18个产业链党建
联盟，推行以区领导为第一书记
的链长制，下沉1195名驻企服务
员挂钩重点企业，推动要素资源
向主导产业集聚，全区规上工业
产值首破 600 亿元，现代服务业
综合评价跃居全市第一。围绕
市委中心工作组建38个专班，深
化“镇街挂牌、部门请战”和干部
赚工分机制，完成叶志镇院士、
侴术雷教授及团队落地，智能锁
排名全球第二的凯迪仕总部回
归，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500 亿
元。深入实施惠民减负等党建
引领“扩中提低”五大工程，城乡
收入比缩至 1.66:1，托育养老一
体化列入首批共同富裕省级试
点。坚持“富口袋”与“富脑袋”

并重，健全多层级心福工坊服务
体系，五年新增公办学校（幼儿
园）54 所，公共文化服务评估连
续三年居全市第一。

传承燎原社“敢为人先”改革
基因，夯实共富治理基础。我区
持续强化党政整体智治，将燎原
社改革基因融入基层治理体系，
努力打造共治共富新格局。以数
字化撬动效能变革，突出党建与
数字化互融共促，以党建先行打
通部门壁垒，实现 3 个场景应用
成功揭榜挂帅，“行政机关合同
管理一体化”应用在全省数改例
会上作经验交流；以绣花针做精
小区治理，试点创建“共享社·幸
福里”，实现198个小区实体党支
部全覆盖，组建红色细胞“四和
院”，推动“群众带着问题跑社
区”向“党建带着服务到小区”转
变；以清单制推进问题整改，创
新“整改八法”，推行“六个一”整
改销号机制，3 个月攻克遗留十
几年的美福、泰恒“烂尾楼”。

曾瑞华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

高举“浙南火炬”
传承“改革基因”

本报讯（记者 黄冰娥
许凯光）前天，区委书记曾
瑞华主持召开区委常委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精神、市委十二届十四次
全会精神等，部署我区贯
彻落实意见。刘云峰、姜迪
清、林宝新、金衍光、薛光
伟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指出，要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工作要求上来，不断开创
党的宗教工作新局面。要
认真学习领会宗教会议精
神，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
理水平，持续强化宗教干
部队伍建设。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
习、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
强调，要全力做强“数字经
济”，铸就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数字经济是瓯海三大
新兴产业之一，要锚定数
字经济发展核心技术，强
化产业主体培育，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管理服
务水平。要全力推进“文艺
繁荣”，增强高质量发展软
实力。提高对文艺工作的
重视程度，推动文艺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营造文艺

繁荣的良好环境，引导广
大文艺工作者始终与党同
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市
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精
神、市委常委会深化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的会议精神。会议强
调，要坚持在筑牢政治忠
诚、学深悟透全会精神、融
入发展大局、谋好干好重
点工作上走前列、当标杆。
要聚焦聚力“稳进提质”，
抓好企业稳定、民生稳定、
开局稳定，扎实开展“三
为”专题实践活动。要聚焦
聚力“创业创新创富”，提
振市场信心，为大学生、海
归、创二代、在外温商来瓯
创业营造更好条件；坚定
扛起“环大罗山”科创走廊
主阵地担当；围绕“扩中提
低”加大对四类特殊困难
群体等的帮扶力度。要聚
焦聚力“争先创优”，争机
遇，做好“文化+”“科技+”

“枢纽+”等文章；争时间，
对“两城三区”建设、产业
集群打造等重点工作加快
实现全域突破；争要素，深
化研究、全力争取各政策
红利。要聚焦聚力“三大攻
坚”，重大项目上不断提升
谋划、招引、建设、政策要
素支持等四大能力；安全
生产全面排查整治“8+3”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平安
维稳锚定“减存量、控增
量、防变量”目标，加强劳
动欠薪等风险监测预警和
防范化解。

贯彻落实区党代会精神
喜迎区“两会”

本报讯（记者 张心怡
许文星）1 月 11 日，“瓯江
山水诗路”之中国纸山文
化记忆丛书在区博物馆发
行 ， 为 千 年 纸 山 “ 立
传”，向“文化瓯海”献
礼。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孟晓晨参加活动。

当天，丛书作者周荣
光向区档案馆亲手捐赠丛
书原稿，并向相关单位赠
书。

“瓯江山水诗路”之
中国纸山文化记忆丛书共
六册，其中包括《纸山文
化，自然法则》《温州屏
纸 版 画 研 究》《纸 山 四
宝》《泽雅·纸后策划》

《那年，纸山行》《许愿三
章》，分别由新华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中
国民族文化出版社、中国
书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

是首部反映古瓯越特殊山
水风情文化的见证记录，
也是千年纸山文化遗产之
作，向世人展示了“瓯越
文化遗存，活态保护传
承”之瑰宝。

“瓯江山水诗路”之
中国纸山文化记忆丛书出
版之际，正赶上文化中
国、文化浙江、文化温
州、文化瓯海建设的号角
吹响。本套丛书的发行对
于保存瓯海历史文献、推
动瓯海地域文化研究、开
展对外文化传播交流有着
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
义，是我区文化事业发展
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我区
厚重历史文化的集中展
示，也体现了推动新时代
瓯越文化新高地打造、增
强瓯海软实力的现实需
求。

“瓯江山水诗路”之中国纸山
文化记忆丛书发行

为千年纸山立传

趣味“游考” 前天，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小学分校创新考试形式，面向一二年级学生，开展
亚运龙舟主题“游考”期末评价，让学生在闯关过程中展示学习成果。王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