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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昨天是第四个
“中华慈善日”

市领导赴各地开展“三助三红”活动

我市举行慈善嘉年华活动

拿出真招实招 确保取得实效
本报讯 （记者 林明）

连日来，市
领导带队分赴全市各地开展以“三助三
红”专项活动，问需求、解难题、助发
展，以实际行动推进各项工作加速落地生
效，奋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
阶。
8月 16日，市委市政府部署开展以“助
援救灾、助力发展、助推落实”为重点，以
“指标
‘全年红’
、任务
‘全部红’
、工作
‘全线
红’”为目标的“三助三红”专项活动，号召
全市上下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等不
靠、奋勇争先的抗台精神转化为灾后重建、
加 快 发 展 的 强 大 能 量 ，持 续 掀 起“ 奋 战
1161，奋进 2019”新高潮，奋力开创新的更

好工作局面。
活动开展以来，市领导胡剑谨、方
向、施艾珠、罗杰、马永良、王军、陈建
明、靳卫东等，分别来到我市瓯海区、洞
头区、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文成
县、平阳县、泰顺县等地，下车间、进社
区、走田塍，访农户、看项目、问民生，
聚焦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持续深化推
进 “三助三红”专项活动，为地方改革
发展加油鼓劲、为企业和群众排忧解难，
助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指标“全年
红”、任务“全部红”、工作“全线红”。
市领导指出，开展“三助三红”专项
活动，是深化“三服务”的有力举措，也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自
选动作。要通过领导带头、力量下沉、服
务提升，尽快攻坚一批难点、推进一批项
目、办成一批大事，让专项活动成为助援
救灾的大抓手、助力发展的大载体、助推
落实的大平台，成为转变作风的大熔炉、
优化服务的大窗口、锤炼干部的大舞台。
市领导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深入了解基层所
需、群众所盼、企业所困，直奔问题而
去，做到摸实情全面彻底、找短板找准看
清、解决问题管用到位，切实把服务送到
群众的心坎上、落到企业发展的急需处，
从而凝聚起各方力量，迅速形成广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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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共赴一线、齐抓落实的干事氛围，确
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进一
步强化“大抓落实”工作导向，清单式管
理、具体化推进，每个项目推进、每个难
题破解都要拿出硬招实招，强化攻坚克
难，确保取得实效，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

本报讯 （记者 刘宏宇）

昨日上午，2019温州市
暨龙湾区纪念《慈善法》颁布实施三周年和第四个“中
华慈善日”慈善嘉年华活动在河泥荡文化公园举行，吸
引了众多市民参加并互动。
温州是全国文明城市，被誉为“大爱城市、诚信社
会、道德高地”。近年来，市慈善总会在救灾、扶贫、济
困、助医、助学、助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培育了一
大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身边好人。
“慈善温州”已经
从一道“风景”成为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特别是
《慈善法》颁布之后，温州大力推进慈善事业健康、规
范、有序发展，义工服务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专业
化、常态化。
在昨日嘉年华活动现场，河泥荡公园广场内数十
顶红色帐篷整齐排开，市慈善总会、龙湾区慈善总会联
合来自全市各地的数十支义工队，为市民免费开展理
发、家电修理、推拿、义诊、义卖、修补衣物（鞋）、配钥
匙、提供地方小吃等项目，在龙湾日行一善义工队的传
统手艺捏糖人帐篷前，市民们排成了长队。温州市慈
善总会党员服务队还在现场开展“慈善法”宣传和“我
为慈善捐一元”活动，号召广大市民拿起手机，为慈善
奉献爱心。

温瑞大道南段快速路一期全力推进

管线迁改工程进场施工

委员活动日获政协委员点赞

“知情明政，
才能更好地参政议政”
本报记者 缪眎眎 叶凝碧

8月27日上午，市人民大会堂四楼多功能厅内座无虚席。300余名市本级政协委员、住温省政协委员
参加了市政协委员活动日活动。
记者了解到，市政协委员活动日每年举办一次，旨在为委员们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此次委员活动
日主要是听取市政府关于温州经济发展形势特别是“两区”建设及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情况报
告。听完报告后，市政协委员、市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院教授徐克美说：
“这样的活动形式非常好，委员们
与政府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做到了‘知情明政’，从而更好地‘参政议政’，为温州经济发展贡献政协
智慧和力量。”
知情明政
温州经济发展形势、
“两区”建设、打
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当前党政关
心、社会关注、群众关切的大事要事，也
是人民政协必须聚焦和助力的重要内
容。正是基于此，此次委员活动日将主
题锁定在这三个方面，为的是让委员们
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温州发展的大局大
势。
“总体呈现‘好于预期、高于去年、领
跑全省’的良好势头”
“ 增速继续保持全
省第 2位次”……翻阅着长达 24页的报
告，市政协委员、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教务

处副处长金建红在朋友圈里打下了这些
字。她说，报告详细介绍了当前温州经
济发展形势和市委市政府对推进“两区”
建设和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思考
谋划和部署安排，里面的数据让人很受
鼓舞，她非常看好温州的发展前景。
会场上，委员们不约而同地用笔在
报告上划起了着重号，市政协常委、温州
鹿城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
华也不例外。他说，通过委员活动日的
学习，可以让委员们找准政协履职切入
点，进一步明确下步履职助推的方向，同

参政议政
“我当了两届市政协委员，参加过很
多次委员活动日。通过这个活动让我们
的履职热情更高了！”市政协委员、市委
党校教授朱康参加完市政协委员活动日
后感触良多。
“政协多搭台，委员唱好戏。”朱康对
表示，委员活动日在委员们和中心工作
之间架起一座桥，让委员们知情明政，促
进意见表达。
“比如聆听了我市经济形势
及‘两区’建设的报告后，让我们看到了
温州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动力，也明确了
下步参政议政的方向，尤其是聚焦在如
何为
‘两区’建设出谋划策上。”

看准温州发展大势
时也鞭策委员们把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与调研相结合，在广集民意、深入研究中
形成一些真知灼见，为市委市政府科学
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委员活动日是市政协每年的“规定
动作”，除了邀请党政领导为市本级政
协 委 员 作 专 题 报 告 ，还 会 组 织 县（市、
区）的市政协委员开展视察活动和参加
培训。此外，市政协每年还会组织住温
省政协委员赴市外进行考察，学习兄弟
城市先进经验，更好地助推温州社会经
济发展。

创新载体

打造政协特色品牌

委员活动日，不过是市政协主动顺应
新时代新变化、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的
其中一个载体。
今年，市政协重视和加强界别活动组
的工作，大力探索界别
“168”工作模式——
“1”是指一个总目标，即以进一步增强界别
代表性，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树立新
时代政协新样子为总目标；
“6”是指创新六
项界别工作新载体，即
“界别学习日”
“界别
工作站”
“界别协商会”
“界别活动月”
“界别
e联网”
“界别述职会”；
“8”是指达到“八个
有”，分别是界别工作有计划与总结、有按
要求组织学习与培训、有开展调研与视察、
有组织议政协商与监督、有报送参政议政
的提案与信息、有开展界别活动与服务、有
开展联谊与交流、界别工作有创新与亮点。
与此同时，市政协还积极搭建各类综
合性、常态化、制度化履职平台，以期更好
朱康对认为，委员活动日重在“委
地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委
员”，要把委员当做主体来服务，运用丰
员会客厅”创建方面，市政协在去年创建委
富的建言渠道、多样的活动形式、充裕的
员工作室的基础上，发动省市县三级政协
活动时间，激发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热情。
委员联动开展委员会客厅的创建工作，目
“委员活动日是委员们加强联系的
前已成功创建了 5家省政协委员会客厅；
一种活动形式，也是把人民政协办成‘委
在“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方面，各县（市、
员之家’的一个创举。”江衍妙建议，未来
区）政协共开展“请你来协商”34次，其中
委员活动日可以更加突出活动主题，除
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有 10次。市政协表
了开展专题学习外，可以探索慰问帮扶、
示，通过载体创新和平台建设，可以让委员
视察调研、外出考察、技术培训、文艺联
们进一步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
欢等形式，凝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充分
命，树立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努力以优
发挥委员的主体作用，焕发委员履职新
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
活力。
立 70周年。

找准政协履职重点

市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温州营
业 部 副 总 经 理 江 衍 妙 也 获 益 匪 浅 ，他
说：
“ 这次委员活动日让我明确履职目
标 ，就 是 集 中 关 注 民 营 经 济 降 本 减 负
‘最后一公里’问题、大干交通的金融支
持问题、城市经济深化发展问题，同时
紧盯产业、就业政策，在如何放大产业
链建设带动效应、提高群众内生动力方
面开展建言献策工作，实现履职提质增
效。”
“委员活动日”是政协的老品牌活
动，如何让这张“名片”在新时代继续焕
发光彩，更加历久弥坚？

本报讯（记者 章映）

2019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昨天起进入“温州时间”。记者从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世园会“温州城市主题
日”于 9月 1日至 15日举行，主题为“诗画山水、
温润之州”，将展示温州林业发展成果、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态农林产品等。
“此次温州共有 70多项特色项目参展，比
如发绣、笋壳画、米塑、竹丝镶嵌、黄杨木雕、乐
清雁荡毛峰、平阳黄汤等等。”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温州特色，一开幕就
引来近 4000名游客围观。
比如乐清能仁茶、永嘉早茶、文成贡茶、平
阳黄汤等，都是温州名茶，能仁茶等还在明、清
被列为朝廷贡品，
引来不少游客观赏；
温州米塑
《年夜饭》，
瓯柑、牛肉、鳗鲞、马鲛鱼、花蛤、酱油
肉、
炸萝卜丝球、
炒年糕等 12道菜品，
栩栩如生。
另外，我市在园内小品上也是颇费心思。
比如园内的方凳造型十分别致，细看原来源自
木活字印刷术里的木活字。
记者了解到，9月 7日，我市将在世园会浙
江园内举办“温州日”活动。届时，温州非遗项
目，包括提线木偶戏、鼓词、瓯绣、昆曲等，将在
园内轮流展演。
世界园艺博览会是最高级别的专业性国际
博览会，是世界各国园林园艺精品、奇花异草的
大联展，更是集文化成就与科技成果于一体的
规模最大的园艺博览会。
今年的北京世园会主题为
“绿色生活、美丽
家园”，于 4月 29日至 10月 7日在北京延庆区举
办，展期 162天，全球共有约 110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参展，是当前我国主办的最高级别大型专
业类博览会。

图为世园会“温州城市主题日”一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

世园会进入
“温州时间”
“温州城市主题日”昨启动

本报讯（记者 章映 通讯员 吴瑜珺 汪小康）

8月
31日上午，
作为温瑞大道南段快速路一期工程（瓯海大
道至温州南）的先行工程，
管线迁改工程正式进场施工。
“主要是对现有温瑞大道（瓯海大道至温州南）沿
线的给水、污水、雨水、电力、燃气、综合通信等管线进
行迁改。”市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温瑞
大道南段快速路一期工程主线高架的施工重要节点，
取得了突破。
温瑞大道南段快速路一期工程（瓯海大道至温州
南），是温州市区与南部县市快速联系的重要通道，北
起瓯海大道快速路，南至朝阳新街的跨线桥，全长约 5
公里，包含快速路主路及地面辅路，均为双向六车道。
主路采用高架形式，
设计时速80公里/
小时，
辅路为50
公里/
小时。全线设置瓯海大道、
南白象2座互通立交，
4对
出入口。同时主路瓯海大道至帆海西路段将与市域铁路
S3线共建，
呈现上下布局，
共建长度约2.
8公里。
为确保今年年底前快速路高架主体工程开工，在
市住建局牵头、瓯海区和相关部门支持下，市城投集团
倒排计划、梳理问题、自我加压，全力加速推进项目前
期和政策处理工作。该集团实行“一线工作法”，并成
立“温瑞大道项目党员先锋突击队”，打破常规合力攻
坚，将管线迁改工程、主线前期工作、设计招标三线同
步推进。目前，工程立项和主线工程设计招标均已完
成，正进行初步设计工作。

广信大厦率先实现生活垃圾全智能分类

投对垃圾也能获得收益

本报讯（记者 夏婕妤 通讯员 王琦）

昨天上午，
鹿城区广信大厦率先实现了居民生活垃圾全智能分
类。小区居民通过精准分类垃圾，兑换绿色积分，可在
小区特定超市兑换各类商品获得收益。
广信大厦除 11幢居民楼下配置一组易腐垃圾和
其他垃圾智能分类设备外，小区东、西、北三个大门附
近还设置了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的精准分类设备。
居民在智能分类督导员的指导下，可以将生活垃圾分
门别类后，实现精准投放。
五马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为了帮助小区居民学会
垃圾分类，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筹谋已久。早在半个
月前就上门宣传并分发垃圾投放的二维码。昨日起，
居民家中的每一袋垃圾都必须凭二维码才能开启智能
分类的投递设备。如果发现垃圾未分类或乱投放行
为，小区环卫工人可根据二维码追溯违规投放的业主。
“如果居民垃圾投放准确，就会获得绿色积分，”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的“好好分类”积分超市预
计 9月 10日前后就能开张，居民分类垃圾赢得的积
分可以在超市兑
换礼品，
“超市里
除了各类日用品
外，还将出售产自
永嘉的新 鲜果
蔬。而这些有机
水果和蔬菜是居
民投放的易腐垃
郑先生
13868855289
圾产生堆肥后浇
灌生产的。”

中欧名爵酒汇

高价收购茅台五粮液
联系人： TEL：

店址：学院东路535号嘉鸿花园西大门边

关于征集温州市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立法建议项目的公告
根据《温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规定及年度
工作安排，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将开展 2020年度立法计
划的编制工作。为增强立法计划的科学性、针对性、有
效性，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发挥立
法在改革发展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特向社会各界、广
大市民征集 2020年度立法建议项目。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立法建议项目应当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
决策部署，符合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
保护等方面的地方立法权限，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立足温州实际，体现温州特色。
二、立法建议中一般应写明:法规项目名称、立法
目的、立法依据、立法必要性、立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
题以及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等内容，并欢迎附送草案
初稿文本和有关参阅资料。
三、立法建议项目征集时间截止到2019年10月31
日，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欢迎市
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请注明建议人单位名称或者
本人姓名、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温州市行政中心二号楼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办公室；邮编：325009；传真：0577-88961070；电
子邮箱：wzdflf@163.com。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