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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楠 逸 园
2月8日开园

前天上午，在迷濛细
雨中，鹤盛镇下家岙村雁楠
逸园的梅花已争相绽放，显
得格外娇艳，并于2月8日正
式开园迎客。雁楠逸园主打
是樱花公园，为了在非樱花
开放期也能吸引游客，采取
多种措施，扩大投入，开发新
项目。据负责人周曲忠介
绍，现在开放的有3个品种梅
花，分别是红梅、绿梅、榆叶
梅共500棵。据悉，今年樱
花的开放时间比往年迟了20
来天，再过三五天左右，早樱
初开，同时香水樱也将开放，
凌晨5、6点钟会发出阵阵玫
瑰花的香气。记者 汪学斌

记者 汪学斌

本报讯 2 月 2日，县政
协举行十一届八次常委会议。
县政协主席王晓雄主持会议，
县政协副主席金盾、黄天集、
郑碧碧、杨志华、朱佩珍、金
晓波，县政协党组成员张家强
参加会议。县府办、县委组织

部、县发改局、县经信局等有
关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并讨论《县政府
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和2023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讨论稿）、

《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讨
论稿）；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一
届永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和政协第十一届永嘉县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
作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关于

召开政协第十一届永嘉县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审议
通过人事任免相关事项。会
上，还对提案办理先进单位进
行了评选。

王晓雄指出，要发挥政协
优势，紧紧围绕县两会提出的

各项任务部署，聚焦全县的重
点工作、重大项目，主动靠
前，科学安排协商计划，扎实
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组织协商
活动，推动各项工作任务再上
新台阶。

记者 谷倩倩

本报讯 2 月 3日，县十
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
议，为即将召开的县十七届人
大二次会议作准备。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胡宝锋主持会议，副
主任潘剑永、陈立新、麻伯崇
出席会议，副县长龚剑涧及县
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有关

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县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及《永嘉县人民
代 表 大 会 议 事 规 则 （草
案）》；审议县政府工作报
告、县法院工作报告、县检察
院工作报告、关于永嘉县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关于永嘉县2022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财政
预算（草案）的报告，以上报
告将提请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
议审查。会议听取审议了县政
府关于2022年度县政府民生

实事完成情况报告和2023年
度县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形
成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有
关事项。

会议还审议表决了有关人
事事项，任命郑国栋为永嘉县
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代理永嘉县人
民法院院长职务。

据悉，永嘉县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在上塘召
开。

记者 吴南杰

本报讯 2月 3日，县政府
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
稿）》等报告。县委副书记、县
长吴呈钱就《政府工作报告》的
起草修改过程作了说明，并部
署了近期重点工作。县领导黄
金锡、黄鹤楼、黄凡、郑利雨、许
克达、沈燕萍、金晓波、徐翔参
加会议。

会上，吴呈钱对《政府工作
报告》起草相关情况作了说明。

《报告》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部分是2022年工作回顾，《报
告》从六个方面，对2022年政府
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深刻把握发
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永嘉在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
深层次问题；第二部分是2023
年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并提
出要全面形成“大投资”格局、提
速转化“大区位”优势、加快构筑

“大产业”集群、充分释放“大生
态”效益的发展要求；第三部分

是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出
要聚焦为民务实高效廉洁，打造
人民满意政府，更加突出学习
力、谋划力、决策力、执行力和自
律力的提升，进一步增强政府工
作人员的专业素养，以适应现代
化建设需要。

就近期重点工作，吴呈钱
指出，要聚力开好“两会”，全力
做好后勤保障、认真听取意见
建议、严格遵守会议纪律，确保
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实现。要聚

力开门红、开门稳，提速复工复
产、狠抓消费复苏、推动外贸增
长，促进商贸经济繁荣发展。
要聚力城乡建设，围绕城市有
机更新、大干交通、城市经济培
育，谱写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要聚力产业发展，坚
持在农业上持续推动农业现代
化发展，在工业上进一步攀登
升级，在旅游上进一步提质提
效，努力实现农业、工业、旅游
产业齐头并进。要聚力要素保

障，全链条抓好“争取、盘活、配
置”工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要聚力环境
整治，形成抓落后整治、抓连片
推进、抓全民参与的工作局面，
使全县城乡道路环境整治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迈上新台
阶。要聚力平安稳定，持续抓
好疫情防控、除险保安、信访维
稳，为永嘉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平安稳定和谐的环境。

记者 潘益风陈胜豪

张贤孟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
务、大解题”活动

心贴心为基层服务
实打实帮企业解困

本报讯 2月 3日，县委副书记张贤孟赴桥头
镇、桥下镇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
题”活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督导沿途全域环境整治工作情况。县领导胡宋孝参与
活动。

在比亚迪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
场，张贤孟与县比亚迪办、桥头镇负责人深入交流，
仔细询问项目进展、规划设计等情况，认真了解当地
工程推进与建设发展的所思所需所盼，共同探讨解决
方案。

随后，张贤孟先后来到桥下镇瓯桥村、温丽高速
梅岙互通口周边田块，桥头镇温丽高速桥头互通口周
边田块以及周边村落，一路察看沿线全域环境整治和
高速路口等重要节点部位提升情况，并对瓯江沿岸整
治情况进行回头看，提出整改指导意见，并调研永嘉
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桥下段）建设情况。

张贤孟强调，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心贴心为基层
服务，实打实帮企业解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各有关单位、
属地政府要切实增强抓谋划、抓推进的责任感、紧迫
感和使命感，统筹科学安排，细化工作任务，精准发
力，靶向施策，按时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不断提
升全域环境质量，奋力推进永嘉高质量发展。

记者 陈晓静

本报讯 新春伊始，县
委书记黄慧到桥头开展重
大项目新春走访活动时强
调，要坚持“经济建设围绕
项目建设来转动”，施攻坚
之举、掀攻坚之势，大干快
上、争分夺秒，全力推动重
大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
见效，不断开创“拥江融
入、产城融合”发展新局
面。县领导黄金锡、陈立
新参加活动。

温州弗迪新能源动力
电池项目是比亚迪在温州
布局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生
产基地，也是比亚迪新能
源大战略的关键一环，目
前，该项目已经于正月初
三进场填方。黄慧一行来
到项目现场，看施工作
业、问项目进度、听情况
介绍，现场办公协调解决
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属地和相关部门要通力
协作，采取并联推进的工
作举措，及时跟进后续各
项工作，避免脱节。”黄
慧叮嘱桥头镇、相关部门
及项目工作专班要进一步
提升服务保障意识，加强
统筹协调，主动靠前服
务、全流程跟踪服务，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全力助推
重大项目建设。同时，要
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
下，优化施工力量配备，
抢抓有效施工期，尽快打
开施工作业面，全面掀起

“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
黄慧强调，重大项目具有投资量大、关联度高、带

动力强的特点，对推动我县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培育新
动能具有显著作用，要充分发挥比亚迪重大项目的战
略支撑作用，加快集聚更多优质产业资源，引领带动新
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各地各部门要牢固
树立项目为王的发展理念，画好路线图、盯紧目标干，
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工作任务，压实责任链条，形成“全
县一盘棋”攻坚合力，推进各项任务目标落地落实，以
高水平起步开局为实现“开门红”“季季红”“全年红”目
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 厉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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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召开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
讨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等报告

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次会议

县政协举行十一届八次常委会议
谋大招强，
有效投资再上新台阶

“花式”活动闹元宵
处处洋溢幸福感

本报讯 昨天下午，县委
书记黄慧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
会议，学习传达上级有关会议
精神，专题研究安全生产等工
作。县委副书记、县长吴呈钱，
县委副书记张贤孟及县委常委
参加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宝锋、县政协主席王晓雄等
县领导列席会议。

会议学习传达了全国宣传
部长会议、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有关精神；2022年度全市党
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和人

才工作述职会议有关精神；全
省、全市公安局长会议有关精神
并听取2022年全县公安工作
情况和 2023 年工作思路汇
报。会议强调，要筑牢思想阵
地，提升宣传助力发展精准度、
强化宣传思想工作一盘棋，全力
打造宣传高地。要聚焦中心大
局，深入实施“大排查、大扫除、
大清零”等专项整治行动，确保
重要节点平稳有序，全面助力营
商环境优化，全力保障社会安全
稳定。要夯实基层基础，全力抓

好党建和人才各项工作，打造人
才科创高地，推动干部“能上能
下”，全力锻造干部铁军，激发基
层干事创业活力。

会议专题听取全县当前安
全生产、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
工作情况。会议指出，要保持
危机感和责任感，以“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把安全工
作做深做细做透。隐患排查要
更深更细，紧盯各个薄弱环节，
深入开展夜巡夜查夜访行动，
严防安全生产问题发生。各方

责任要再压实，属地镇街、各相
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
须”要求，协同配合、各司其职，
确保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绷
紧森林防火思想之弦，做好日
常巡查、卡口管控、野外用火管
理，做到责任到人、监管到位。
要全面强化管控措施，严格落
实“十个一律”和森林禁火令各
项措施。要加快提升应急能
力，及时复盘总结经验，组织民
兵、应急队伍，开展常态化山火
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实战能

力。要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充
分动员村社干部、网格员挨家
挨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森林
防灭火宣传、讲解，进一步提高
老百姓森林防火意识，确保永
嘉平安稳定。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关于
开展“拥江融入 产城融合”项
目攻坚提速年活动实施意见》
（送审稿）、《中共永嘉县纪委第
十四届三次全会工作报告》（送
审稿）等有关事宜。

记者 范海国陈胜豪

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

学习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
专题研究安全生产等工作

■ 喜迎县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