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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力派发留瓯过年“大礼包”

情暖异乡坚守人
本报讯 （记者 庄苗苗

周坚任 ） 日前，我区出台支
持企业留员工稳岗位政策，
将根据实际给予每家企业不
高于 20 万元包车补贴、5 至
10万元留岗补助和每位新员
工200元的培训补贴，给予员
工 100 至 500 元返岗路费补
贴和每人次1000元的以老招
新补贴等等，鼓励企业留住
员工、优待员工。响应“就地
过年”号召，我区企业也纷纷
发放“贴心福利”，鼓励外地
员工留温过年。

“去年我就留下来了，企
业给我们安排了年夜饭、爬
山活动、烧烤，比在家过年还
热闹。”德赛集团有限公司针
车车间员工郭秀梅经过考虑
后 ，还 是 决 定 继 续 留 瓯 过
年。日前，德赛集团有限公
司再次推出奖励条例，让外
地员工安心留下过年。

“来回核酸检测会很麻

烦，所以我还是不回去了。”
来自江西的车间经理王春来
在德赛工作已有 20 多年，因
为疫情关系，今年他选择留
在温州过年，“暂时的分别也
是为了日后的相聚，家里人
会理解，我对这个‘温州年’
还挺期待的。”

“去年我们就已经对鼓
励外地员工留温过年出台相
应的福利政策，反响不错。
今年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再
做适当调整，除了仍然是给
予所有留温人员每人 800 元
补贴之外，还对在外住宿的
留温员工增加住房补贴和生
活补贴等。”德赛集团行政副
总经理李刚介绍道，为了让
员工留得下过得好，公司提
前一个月启动员工留温情况
摸底调查，统筹春节错避峰
排班放假和生产计划，鼓励
员工留温过年。除了拿出真
金白银留人稳岗，德赛集团

还聘请专职人员负责假期伙
食，筹划员工新年文化娱乐
活动等暖心措施，通过物质
和精神上的共同激励，陪伴
员工过幸福年。

温州君廷酒店总监张凯
文的老家在湖北，今年他决
定留温过年，提前给家人打
视频电话报平安、送祝福。
温州君廷酒店外地员工目前
已有80%以上选择留下来，留
温过年人数的比例相较去年
提高了2倍。

“在做好后勤保障的同
时，比如说在大年三十晚上
准备年夜饭，大家一起看春
晚，在大年初一酒店也会对
外地员工发放红包。”温州君
廷酒店人力资源部主管王海
荣说，为了让员工能有更多
获得感、幸福感，酒店拿出有
诚意的“挽留”。

不只是德赛和君廷，我
区还有多家企业推出暖心举

措 ，让 留 温 员 工 过 个 精 彩
年。瓯海眼镜有限公司、温
州阿外楼酒店和德邦物流等
企业为异乡过年的员工开展

“除夕暖心年夜饭”，还开展
“装饰 DIY”活动，让员工们
亲手装上红灯笼、挂上春联，
并为员工发放春节红包和各
类年货，营造浓浓的过年氛
围。温州修文食品有限公司
发福利、发食品，全面保障留
温员工过年期间吃住问题，
推出“假期食宿全免”暖心举
措，征求员工个人口味，提高
餐饮标准。温州佳韵服饰有
限公司开设共享厨房，提供
场地和基本的设备及调料，
让员工自己动手一展厨艺，
用味蕾触摸乡愁。德邦物
流、中环检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等企业在春节期间组织
技能专家为留温员工免费开
展技能培训，提高年后工作
信心。

■记者 庄苗苗 张心怡

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
路，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未
来五年向集聚要优势、向创
新要动能，谱写更高水平的

“科教新区、山水瓯海”新篇
章的新愿景，全区上下倍感
振奋、激情满怀。连日来，我
区各镇街（开发区）迅速传
达、学习，掀起贯彻落实区党
代会精神的热潮。

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

潘桥街道第一时间召开
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区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
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
贯彻区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
任务，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和政
治自觉，全面系统学习领会区
党代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丰
富内涵。要结合当前街道发
展实际，以更远视野、更高格
局、更细标准谋划区域发展总
体思路，抢抓温州铁路南站优
势期，找准自身作为我区建设
温州中心城区西南主门户的
主 阵 地 定 位 ，系 统 性 制 定

“1610”发展战略，以“高铁新
城 靓港潘桥”品牌建设为核
心，精心谋划“六个小镇”建

设，深入实施党建引领凝心聚
力工程、农业都市化转型工程
等十大工程，全面统筹经济社
会城市文化和党的建设，做到
汇聚合力、全线发力、精准用
力。

梧田街道召开干部大会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区第十次
党代会精神，围绕“打造温州
大 都 市 区 主 中 心‘ 瓯 海 样
板’，我们干什么、怎么干”展
开大讨论活动。作为南部新
区主阵地，要加码加力推进
城中村改造项目清零，科学
谋划启动剩余区域旧村改
造，进一步拉开梧田城市建
设框架，解决城市碎片化发
展的问题；要坚持项目为王
理念，以一批“标志性”项目
建成投用为先导，继续加大

“招大引强”力度，全力招引
落地一批拉动性强、辐射力
强的重大项目，助推经济“转
型升级”发展；要进一步树立

“大城管”理念，理顺“一体
化”管理模式，率先创新实施
管理模式，全面提升精细化
管理水平，纵深推进美丽梧
田全域行动，全力提升梧田
城市形象和美誉度。

郭溪街道第一时间召开
机关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
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会议

学习全会报告，精准解读“六
个更高水平”和“八大新典
范”的创新内涵，并结合郭溪
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
存在的问题，阐明郭溪克难
攻坚的方向和任务。会议号
召郭溪全体党员干部迅速行
动起来，站在我区发展 40 周
年的历史新起点上，坚持五
大工作原则，对标对表“八大
新典范”和“六个更高水平”
要求，谋划大项目、创新新举
措，确保郭溪街道在城市建
设、科技创新、产业转型、消
费升级、文化教育、数字经
济、基层治理和共同富裕等
八大领域领跑瓯海西部生态
新城建设新征程，为“瓯海样
板”提供郭溪实践。

聚力谋发展实现新突破

瞿溪街道迅速召开机关
学习会议，学习传达贯彻区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会议指
出，要认真学习，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区党代会精神上
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
实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上
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建设

“科教新区、山水瓯海”的生
动实践。会议强调，要聚焦街
道中心工作，系统谋划新一
年工作，落实落细区党代会

部署任务，牢牢把握西部生
态新城带来的机遇，把握现
代服务业带来的赶超机遇，
因地制宜抓好产业发展，厚
积薄发抓好城市建设，久久
为功抓好平安稳定，将美好
蓝图写在瞿溪大地上，奋力
打造“皮艺古镇，漫城瞿溪”。

三垟街道第一时间传达
学习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以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
习、支部党员自学等形式迅
速掀起学习热潮。三垟街道
上下将以区党代会精神为指
引，准确把握党代会确立的
奋斗目标，坚持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深入谋划下步各项
重点工作，一以贯之抓推进
抓落实。紧扣“续写创新史、
走好共富路”要求，重点推进
未来社区创建，全面提升城市
功能配套，持续释放三垟湿地
生态效应，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加速形成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新格局，绘就“安居”“共治”

“幸福”三垟新篇章，在全区实
现“六个更高水平”中展现三
垟担当，打造“八大新典范”中
彰显三垟力量。

聚力奋进新征程
——我区各镇街（开发区）学习贯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庄苗苗） 日
前，温州龙舟运动中心周边的今汇
路、景屿路、南汇路、半塘路及园区
路等８条道路整治提升工程已基
本完工，进入扫尾阶段。

去年以来，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总牵头，与瓯海中心区建设中
心、温州高铁新城建设中心共同实
施亚运文化道路整治，因地制宜综
合改造提升今汇路、景屿路、南汇
路、娄东大街、半塘路、商汇路、中
汇路、宁波路、园区路共９条亚运
新城周边道路，突出道路文化属
性，其中８条道路均已完工，娄东
大街整治提升工程已进场施工，预
计在今年上半年完工。

“我们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开展
整治提升，在完善绿化品质的同
时，还注重将亚运元素亮出来，亚
运氛围浓起来。”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市政公用科科长蔡理凡介绍
道。例如，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今
汇路打造为亚运周边快捷主干通
道，在道路绿化方面建设连片防护
林，下层采用色彩艳丽的地被植
物，形成彩色的花带，展现高低错
落，层次分明的绿化特色景观，同
时沿路植入夜景亮化效果，在灯具
造型上结合亚运主题，采用龙舟及
亚运 LOGO 等灯具，形成浓厚的
迎宾氛围。

景屿路作为温州龙舟运动中
心西侧的唯一出入口，承担着人流
疏散的重任。在整体提升中，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结合防护绿地、建筑
前沿绿地等街头绿地空间，着力打
造大西洋东侧、中汇路交叉口等口
袋公园，同时以杭州亚运会会徽
LOGO“潮涌”为主图装点道路中
央绿化带，增加夜间灯光亮化效
果，着力带动亚运夜游经济。

随着2022年杭州亚运盛会的
脚步临近，我区喜迎亚运盛会的氛
围日渐浓厚。去年以来，我区借助
亚运东风，着力提升道路品质，对
温州龙舟运动中心周边区域主次
道路进行再度升级，进一步优化了
市民出行体验。

亚运迎宾新氛围
8条场馆周边道路
整治提升完工

本报讯（记者 陈丹 见习记者
林安宁） 日前，郭溪街道温瞿东路
一快递站点发生火灾，所幸业主按
照要求设置了防火隔断墙，阻止了
火势蔓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起火建筑为 6 层砖混结构，一
层着火部位为中通快递的收发站
点，过火面积20余平方米。消防部
门初步认定，起火原因为电瓶车电
瓶在室内充电短路引发火灾，从而
引燃周边可燃物，致使火势快速蔓
延。

该建筑属于“通天房”式合用
场所，房东在对外出租店铺时，按
街道的要求，对店铺和居住出租房
进行改造。一楼店铺加装防火墙
与二楼住宿进行完全隔断，同时在
往二楼的居住出租房入口处安装
防火门，室内加装烟雾报警、简易
喷淋等消防设施，为住户火海逃生
创造了最有力保障。“还好装了这
道防火墙，不然我们全家就完蛋
了。”惊魂未定的房东庆幸地说。

“墙”守安全
郭溪一快递站点着火

在广化南路高翔工业区
至瓯海大道段，有条会“发光”
的斑马线，提醒过往车辆礼让
行人。这条斑马线是由市交
管局四大队一中队根据“文明
交通+智能交通”的理念，联合
区交通工程建设中心引入安
装，拥有地磁感应、方向识别、
语音警报、高亮屏显等多种功
能。

陈明铭 刘悦然/摄

““发光发光””斑马线斑马线

●温 州 日
报1月1日刊发
夏晶莹、缪存雀
撰写的消息《甬
台温高速公路
将改扩建 南白
象至浙闽界段
通过工可预评
审》。

●温 州 日
报1月2日刊发
马真正撰写的
消息《新年第一
天，球场见！第
八届“进才杯”
足球赛开踢》提
及瓯海。

●温 州 日
报1月3日刊发
金瑞雅、章会撰
写的通讯《温州
最大限度下放
登记许可权限

“有限度自由经
营”让市场主体
活起来》提及瓯
海。

●浙 江 日
报1月4日刊发
祝梅、沈晶晶、
应忠彭、张永撰
写的通讯《浙江
持续深化“三位
一体”改革十余
年，不断提升为
农 服 务 水 平
——金钥匙，打
开农民共富之》
提及瓯海。

●温 州 日
报1月4日刊发
洪 越 风 、许 文
星、庄苗苗撰写
的消息《瓯海山
根音乐迎新活
动于昨天圆满
落幕》。

●温 州 日
报1月4日刊发
张睿、林婷玮、
陈 伟 超 、张 惠
妍、吴静芝、夏
盈瑜、包永强撰
写的通讯《我市
各地响应市委
市政府动员令，
谋划经济工作
实招——增资
扩产，为今年开
春稳增长》。

媒 体
看

瓯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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