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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县领导分赴各地
宣讲党的十九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本报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永嘉上下
热潮涌动。连日来，县委常委、党员副县长等县领导进
乡镇、社区、企业等，围绕六中全会精神，并结合分管领
域和实际工作，多种形式为广大干部群众宣讲六中全
会精神。

县领导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我们党走
过百年光辉历程的重大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的重要会议。会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问题并审议通过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
议，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
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认识其
中的特殊性、重要性、历史性3大性质，深刻认识“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伟大成
就、历史意义、历史经验，增强核心意识，扛起使命担
当，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推动全会精神在我县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县领导强调，党员干部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不断从全会精神中汲取力
量，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
本色；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永葆实干担当的政
治自觉；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永葆坚强稳固的
政治根基，更加自觉地学深悟透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更加自觉地扛起使命担当，更加自觉地守好红色根脉，
全面把握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鼓舞斗志、凝聚力量，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 记者 朱永渊

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和省市县有关会议要求，全面掀起全会精神宣讲热
潮，枫林镇围绕“六讲六做”主题宣讲，组建一支青
年宣讲团走进基层、走向田间地头，向广大群众宣讲
全会精神。

前天下午，枫林镇4名青年宣讲员先后来到延龄
公祠和圣旨门楼，用诗歌朗诵的创新形式向工地工
友、村民和游客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群
众中间引起热烈反响。

延龄公祠正在进行修缮提升工程，施工间隙，工
友们围聚在一处，共同聆听学习全会精神——“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声音回荡，回荡在中国南湖的小船
上。铁锤与镰刀，铸就信仰，像随风飘舞的种子一
样，在人们心田里茁壮成长……”4名宣讲员声情并
茂、抑扬顿挫，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带领大家回望党
的一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自力
更生、锐意进取、守正创新的伟大成就，展现了新时
代、新征程、小康路上新农村的幸福画卷。施工现场
负责人周进富表示：“我们将从全会精神中汲取养
分，转化为工作的强大动力，保质保量完成延龄公祠
修缮提升项目工程，为‘千年古城 诗画枫林’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

据了解，为了能够将全会精神讲实、讲活，枫林
镇在前期举办了“六讲六做”大宣讲部署会，挑选
35名党员干部组建青年宣讲团，挂钩20个村社，面
向村民、游客全方位宣讲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
团成员利用业余时间加强理论学习，创新宣讲方式，
做好充分准备，用群众喜闻乐见又通俗易懂的形式，
让全会精神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他们结
合实际，特别是围绕枫林镇“千年古城 诗画枫林”
建设布局，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镇域发展
建设中。 记者 胡安育

围绕千年古城布局
推动镇域发展建设
枫林组建青年宣讲团走向田间地
头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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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记者在
杭温铁路温州北站（原永嘉
站）改建施工现场看到，温
州北站杭温既有线部分已进
场施工，工人们正在进行桩
基施工，同时既有站房雨棚
拆除工作也在同步有序推
进，温州北站站房建设计划
明年3月开工建设。

温州北站为既有的永嘉
站改建。目前永嘉站站台规
模为 2 台 4 线，站房面积
5100平米。根据《省发展改
革委关于新建杭州至温州铁
路义乌至温州段初步设计的
批复》，温州北站站房面积为
10000平方米，新建站房位
于轨道南侧。经过积极对接
国铁集团及省发改委，成功
将温州北站站台规模扩展到

5台13线，站房面积扩大至
53280平方米。

“自9月15日停办客运

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目前，温州北站杭温既有线
已进场施工，永嘉站过渡接

触网改造已于11月 17日完
成。施工单位正在利用天窗
点有序推进既有站房雨棚拆

除工作。”温州北站高铁新城
综合开发建设中心有关负责
人说，7月16日，温州北站
站房设计变更方案获省发改
委批复；10月 10日，永嘉
站站场、站房改扩建变更设
计通过国铁集团审查；11月
下旬，永嘉站 （温州北站）
完成施工图审查。

随着杭温铁路将温州纳
入“省域一小时交通圈”，温
州北站枢纽客流规模将显著
增长，温州北站高铁新城将
承担杭温铁路交通快速集散
需求，成为温州北部门户和
展现永嘉县乃至温州市形象
的重要窗口。未来，得益于
交通带来的大发展，温北高
铁新城将作为服务永嘉南部
版块的生活、产业及旅游服
务中心，与上塘城区、三江
商务区组成永嘉乃至温州都
市区的城市增长极、区域副
中心的重要载体。

记者 范海国

温州北站杭温既有线进场施工
既有站房雨棚拆除工作同步推进，站房建设计划明年3月开工

本报讯 瓯北三江标准堤
工程是省重点水利建设项目，
如今正值冬季枯水期，该工程
项目部正加快瓯北三江标准
堤工程建设。记者昨天在瓯
北三江标准堤工程项目施工
现场看到，数位工人正在进行
大理石饰面层铺装工作，此处
位于该工程中长岙闸与梅园
闸中间部位，铺装结束后将进
行绿化及栏杆安装作业。此
外，在梅园闸建设工地，施工
人员正在进行水闸施工、桩接

柱及上部结构施工。
据了解，瓯北三江标准堤

工程堤线总长11.95公里，沿
线涉及重建水闸7座，设计防
洪标准50年一遇。当前，工程
已建成堤线7.6公里，完成水闸
重建4座，剩余4.3公里标准堤
及3座水闸在建（采用PPP模
式）。在建PPP项目已有3公
里堤线的堤顶标高达到50年
一遇，3座水闸（长岙闸、梅园
闸、中村闸）完成主体结构。

该工程项目部经理万明

栋告诉记者，进入冬季，雨水
渐少，河塘水枯，兴修水利迎
来了黄金期，项目部紧抓这一
机会，加大人手投入，目前在
场施工人员达220余人，加强
水闸施工并加快桩接柱及挡
墙施工，争取春节前完成工程
建设进度90%左右。建成后
将形成三江中心片区50年一
遇防洪闭合圈，有效保障三江
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同时也
是三江面向温州市区的一条
景观带。记者 郑璐璐 葛璞瑞

瓯北三江标准堤工程紧抓冬修水利黄金期赶进度

力争春节前完成工程进度达90%

本报讯 昨天，县委书记黄
慧到上塘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并视频连线各乡镇（街道），对
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她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严
起来、紧起来、实起来、动起来，
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全面加强
防控措施力度，全面压实防控
责任，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络，
切实凝聚疫情防控最强合力。
县委副书记张贤孟主持会议，
县领导郑立、周旭丹、汪金琰、
方张锋、郑利雨陪同督查或参
加会议。

在县公安局“防疫大脑”数
据研判专班，黄慧看望慰问了
专班工作人员，对县公安局主
动担当，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利

用大数据主导流调，配合疫情
防控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黄慧
要求，要结合当前防控工作面
临的新情况、新特征，强化大数
据在疫情防控中的场景应用，
不断完善“防疫大脑”数据研判
专班常态化运行机制；部门之
间要形成信息共享的良好工作
机制，加强工作协同，推动防控
工作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
化。黄慧还来到县防控办看望
慰问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对一线工作人员舍“小家”
为“大家”的精神表示肯定，并
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始终保持
战斗状态，坚决打好疫情防控
这场硬仗，全力以赴守护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同时，黄慧

要求各相关部门做好物资后勤
保障，全面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自
身健康安全。

在随后召开的视频连线会
议上，县防控办通报近期疫情防
控工作相关情况，县公安局、县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瓯北、岩坦、
巽宅分别汇报相关具体工作，县
纪委通报前期督查情况，副县长
周旭丹传达上级有关精神，并就
下步防控工作作了部署。

黄慧指出，我县和上海、杭
州、宁波、绍兴等地人员流动频
繁，当前疫情形势复杂严峻，各
地各部门在思想上绝对不能有
丝毫放松，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迅速进入战时应急状态，

坚决守好疫情防控工作底线。
黄慧要求，要全面加强防

控措施力度。要严格全面排查，
推动排查关口前移，加强自主排
查力度。要严管重点人员，加强
近期有杭州、宁波、绍兴、上海等
地旅居史人员的摸排管控，严格
落实好健康管理服务工作。要
严控重点场所，重点抓好公共场
所和集中隔离场所，严格落实测
温、戴口罩和“三码联查”，确保
隔离点位供给充足。要严守重
要环节，重点抓好防风险输入和
防活动集聚，严格做好进口冷链
食品消杀和旅游团出入管控工
作，抓好红白喜事等集聚性活动
管理。要严抓应急处置，各地各
部门要严格落实Ⅱ级响应要求，

进入应急状态，做好24小时值
班值守。要严实免疫防线，开展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群众
接种意愿，确保应接尽接。

黄慧强调，要全面压实防
控责任。县领导要到联系乡镇
街道指导督查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各乡
镇街道要加强值班值守，全面
发动村社干部、网格员投入到
疫情防控战场中。要加强督查
指导，发现的问题必须限期整
改落实到位。要充分发挥好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在疫
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要加强
宣传引导，为疫情防控工作营
造良好的氛围。 记者范海国

本报讯 昨天上午，县委
书记黄慧到瓯北专题调研数字
化改革工作时强调，要突出数
字化改革引领作用，拓展更多
应用场景，不断探索改革创新
亮点，打造更加具有辨识度的
数字化改革“永嘉样板”。县
领导张贤孟、郑立参加调研。

黄慧一行首先来到瓯北街
道的永嘉村级微权力数字化监
督云广场，实地察看农村小微
权力“一网监督”平台运行情
况。据悉，农村小微权力“一

网监督”平台入选省纪委数字
化改革“揭榜挂帅”项目，该
系统依托数字化改革V字模
型，搭建了“两端一池一仓”
的总体框架，以多跨闭环破解
多头管理问题、两链融合破解

“两张皮”问题、制度重塑破
解管理碎片化问题，使村级组
织管理更规范、运行更高效、
权力更透明。

“系统的数据集成、自动碰
撞如何形成事件预警？多角色
多部门多跨联动如何实现让工

作高效？”在“一网监督”平台的
驾驶舱前，黄慧深入了解平台
6大模块运行情况，不时询问
数字化改革场景设计和模块应
用的成效，她指出，数字化改革
的成效，要以老百姓的满意度
和党政部门的高效运转为评价
标准，真正以数字化改革高质
量带动全局工作高质量。

“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后，
十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开标，
大大缩短了交易时间，提高了
交易效率。”在瓯北公共资源

交易大厅的不见面开标直播
间，黄慧观看了工作人员演示

“不见面”开标的全过程。通
过一块直播屏幕连接投标企
业，以视频直播形式展现开标
室现场的全程情况，投标企业
代表可以远程在线登录、解
密、批量导入、唱标等操作，
还可以通过互动交流提问异
议、查看并确认开标记录信
息。该系统开启了我县公共资
源交易的新模式，实现在线全
交易、交易全留痕、留痕全保

存，于今年5月全面向各基层
平台推广。

黄慧充分肯定了不见面开
标直播间的公共资源交易模
式，她强调，实施数字化改革
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办事流程、
提高办事效率、方便群众办
事，将实体开标大厅“搬”至
线上，不仅节省投标人时间、
人力及财力成本，真正实现开
标“不见面”、投标“零跑
腿”，也有力破解了招标过程
中的疑难问题。 记者 厉定武

全面加强防控措施 全面压实防控责任
黄慧督查疫情防控工作，并视频连线各地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黄慧专题调研数字化改革工作时强调

拓展更多应用场景 不断探索创新亮点
打造更加具有辨识度的“永嘉样板”

全县已建设
分布式屋顶光伏3743户
我县推进屋顶光伏项目，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曝光的整治点位是否又反弹？
记者再次跟踪问效“回头看”

部分“反弹点”
甚至成了“顽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