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奋力谱写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崭新篇章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特别报道

同绘宏伟蓝图 共襄发展大业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代表报到侧记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
召开提案工作委员会会议

项目的进展都在有序推进中，但同时还
伴随着群众诉求多、土地要素制约等各
种各样的问题，奋进‘十四五’，我们
还需把握机遇，加倍努力，真抓实干，
全力跑出跨越发展加速度。
”
来自公安系统的党代表丁国盛这次
是有备而来，他指着自己领衔起草的一
份 《关于统筹建立玉环市级公共人工智
能 计 算 中 心 的 提 案》 说 ：“ 大 数 据 时
代，随着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实施，各地的大数据中心和
智慧城市建设都在如火如荼推进中，政

府部门和广大企业对人工智能的计算需
求与日俱增，但同时资金和信息资源的
浪费现象也日益凸显，如何由政府主导
建设统一的公共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做
好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确保规范有序
和互联互通，这应该是我们接下来要考
虑的方向。
”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历史上极
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抗击台风‘黑格比’等一系
列重大考验，而我们在这场抗疫大战和
发展大考中取得了‘两战两赢’的双胜

利，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对玉环的信心，
希望能为玉环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
量。
”党代表胡顺林的声音铿锵有力。
据了解，本次党代会应到代表人数
222 人，分为 9 个代表团，报到地点分
布在玉环大剧院和福朋酒店两处。党代
表们纷纷表示，在会议召开的两天时间
里，他们将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尽心尽责，群策群力，认真履行人民赋
予的光荣职责，为玉环新一年的发展建
言献策、添砖加瓦。
（苏一鸣 龚松/文 吴晓红/摄）

“测温+亮码” 500 份健康包 隔位而坐

少。
”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金荣德说。
看到大会在疫情防控方面做得非常到
位、细致，党代表李海英忍不住为会务工
作点赞，并表示住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在玉环大剧院大厅报到处，记者看到
每位党代表通过体温检测后才可领到一个
会务包，里面除会议资料外还有一个健康
包。“这个健康包里有消毒湿巾、口罩、酒
精消毒喷雾以及一份党代会健康提示。”党
代表陈绪玉向记者展示手中的健康包。
据悉，像这样的健康包，大会共准备
了 500 份。此外，在会前会后，工作人员
都会对各会场进行消杀，而且会场内座位
设置间距保持在 1 米，参会人员实行隔位
而坐、前后排错位而坐；在会场、酒店、
大巴车等公共场所，参会人员均须佩戴一
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为避免人群集聚，党
代会期间就餐实行自助餐制，统一在福朋
酒店用餐。
福朋酒店餐饮部负责人王玮表示：
“代
表实行错峰用餐、排队用餐，餐厅门口备
有免洗的消毒洗手液，餐厅座位安排每桌
最多 6 个人。
”
（屠丽娜 罗凯文/文 吴晓红/摄）

周知，近年来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强
势崛起，发展成果已走进千家万户，极
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玉环虽地
处东海一隅，但数字经济已早早融入老
百姓的生活，并且密不可分。报告提出
要以数字革命引领产业新变革、创造生
活新空间、拓展治理新领域，实现自主
可控能力、现代产业比重、整体产出水
平的全面提升，增强市域经济发展的内
生力和推动力。看了这一提法非常振奋

人心，玉环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
网友“动静之间”：每次去市中医
院看病，就是雨天也会选择步行，给就
诊带来很大麻烦。原因当然是前往市中
医院的道路不宽敞，很容易堵车，而且
就算开车到了医院也很难找到停车位。
今年的党代会报告提出市中医院要迁
建，我不知道会迁建到哪里，但希望选
址合适，今后能方便老百姓看病就诊。
网 友 “ 依 山 傍 水 ”： 看 最 近 的 新

闻，发现很多一二线城市都在出台优惠
政策“抢人”，心里就有点替咱们玉环
着急。这几年，玉环教育突飞猛进，每
年考上 985、211 高校的孩子非常多 ，
但这些孩子毕业后想回来的并不多，原
因是玉环没有合适的岗位吸引他们，更
没有优惠的政策吸引他们放弃大城市优
渥的生活条件。为此，希望党委、政府
也能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吸引玉环孩子
回到玉环，为建设自己的家乡作贡献。

昨天上午，备受全
市上下关注的市十五届
五次党代会隆重开幕。
会上，市委书记吴才平
作报告，动员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勇立潮头，实干
担当，建设示范市，争
当先行者，奋力谱写打
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
极崭新篇章。
“十三五”时期是
玉环爬坡过坎、极具挑
战的五年，也是负重奋
进、寻求突破的五年。
五年来，玉环实现
“县”到“市”的转
变，交通区位条件根本
性变革，工业经济稳中
有进、稳中向好；海湾
城市美丽蝶变加速破
局，民生事业蒸蒸日上
……一张张亮眼的成绩
单，收获了群众满满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
感。
“十三五”顺利收
官，“十四五”奋进开
局。翻阅今年的党代会
报告，有一个词特别引
人关注——先行者，站
在“十四五”的起航之
年，我市要全面开展产
业提档升级、科创高地
建设、海湾城市能级提
升、改革开放纵深推
进、幸福民生共建、社
会治理水平提升 6 个攻
坚年活动，争当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先行者。
市党代会生动描绘
了玉环未来新蓝图，吹
响奋进的号角。与会党
代表欢欣鼓舞，纷纷展
开热议。
“建设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示范市，玉环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党代表、市经信局党
委书记金富盛表示，2021 年，玉环要围绕“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加快企业梯度培育、
加强产业链集成改革、加速产业数字转型、加大
企业平台建设，为“十四五”期间工业经济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
看到报告提出要全力建设幸福宜居示范市、
美丽中国先行示范市，聚焦城市能级提升，绘就
海湾城市新画卷，党代表、市住建局局长、党委
书记赵晓华为之兴奋不已。赵晓华认为，幸福宜
居示范市是对美丽城市建设的高度概括，而提升
城市能级就是创建幸福宜居示范市的关键之举。
“从 2018 年起，市委、市政府就吹响美丽玉环建
设号角，城市有机更新三年攻坚以来，老百姓对
‘美丽玉环’的期待值越来越高，让我们距离居者
自豪、来者依恋、闻者向往的美丽宜居充满活力
现代化海湾城市的目标越来越近。
”
作为一名社工路上的追梦人，党代表、楚门
天宜社会工作服务社总干事张露娜最关注的还是
社会治理水平提升。
“要想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
化先行者，我认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非常关
键。目前，芦浦、清港、楚门等地已建有乡镇社
工站，但还要不断重视基层社工站的社工职业技
能水平培养，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米’
，让我
们的基层更稳定、群众生活更舒心。
”
云计算机、大数据、物联网、5G 技术……短
短几年间，数字经济新兴产业慢慢在玉环迸发出
强大的生命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
想打造创新强市示范市，我们还是要以科技新长
征为主线，在‘十四五’期间，全力创成省级高
新园区，基本建成环漩门湾科创走廊，力扛省
‘科技创新鼎’，力创升级创新型城市，为争创国
家级创新型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党代表、市科技
局党组书记颜道明表示。
党代表、市教育局党委书记陈海鸣认为，玉
环的教育要围绕“推进教育现代化，打造教育强
市”这一主线，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加强
温台教育一体化合作，全面构建浙江品质、玉环
特色、全省一流的现代化教育新体系，为新时代
建设“重要窗口”
“美丽示范点”提供教育智慧和
人才支撑。
曹思思 梁裕哲

开局即决战 谱写新篇章

网友“一路歌唱”
：今年的党代会报
告提出“全力拥抱数字经济新时代”
，这
表明我们的党委做到了与时俱进。众所

大会收到提案65件
本报讯 昨天晚上，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召
开提案工作委员会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郑
志源主持。
会议听取了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提案和建
议、意见有关情况的汇报。
据了解，本次党代会期间，广大党代表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紧密联系党员群众、
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助力产业升级、青少年
身心健康、基层社会治理、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
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截止 12 日下午 3 时，大会共收到代表提案 65
件。经分类统计，有关政治建设方面的 1 件；有
关党的建设方面的 10 件；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 12
件；有关文化建设方面的 2 件；有关社会建设方
面的 39 件；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 1 件。
经讨论研究，会议认为今年党代表提交的提
案紧贴大势大局、聚焦民生民意，集中反映了广
大党员群众的意愿，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可行
性。
（吴铭 罗凯文）

防疫措施到位 代表安心履职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是特殊时
期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做好代表入
住酒店、会场的疫情防控工作，大会在服
务、准备等环节加入了许多新举措，将疫
情防控保障渗透至方方面面，以确保会议
顺利召开。
昨天上午，在党代会代表驻地——福
朋酒店的入口处，记者看到红外线体温
检测系统为大会防疫筑起了第一道防
线，代表们在进入酒店时，要先“测温+
亮码”后签到。同时，酒店所有区域都
进行了消毒消杀，尤其是电梯、楼梯、
过道等使用频繁的区域，必须确保消杀
次数；酒店外还设置临时留观隔离场
所，以应对突发状况。
“我们每 2 小时对客房消毒一次，还对
每间房安排固定的保洁人员，门把手、玻
璃门、坐便器、电话、垃圾桶、空调遥控
器等高频率使用的物品则会重点消毒。”福
朋酒店客房部经理张扬青介绍道。
对于大会疫情防控工作，市卫生健康
局也专门制定了严密的防控措施。“大会召
开前，我们就要求绷紧疫情防控每一根
弦，亮码、测温、戴口罩等一样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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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热议争当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行者
——

本报讯 使命源于代表的责任，激
情来自建言的热望。昨天上午 8 时，参
加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的代表们载着重
托，带着期盼，意气风发、步履坚定地
走进玉环大剧院，向大会报到。
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每位代表在
报到前需提交一份“健康承诺书”
，上面
有他们近两周时间的体温测量记录。此
外，报到现场除了常规安检设施外，还
为代表们准备了酒精、消毒液、口罩等
物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陆续抵达
的代表们井然有序地签到、领取资料。
记者看到，有的代表已经迫不及待地翻
阅起手头的材料，有的针对时下百姓关
注的热点问题，现场互相交流讨论起来。
虽然天气寒冷，但挡不住代表们参
会的热情。党代表苏彩平的脸上洋溢着
喜悦的笑容：“今天是党代会召开的日
子，也是我们履行神圣职责的时刻，我
感到心潮澎湃，早早就起床了。
”
喜悦写在脸上，责任扛在心头。党
代表钟华峰郑重地说：“今年不仅要审
查代表委员会工作报告，还要审议 《中
共玉环市委关于制定玉环市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O 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这关系到玉环未
来的发展蓝图和奋斗方向，希望通过这
次大会，我们能够深入分析形势，结合
玉环实际，开启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
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代表们愈发感
受到“使命”二字的分量。工业、农
业、交通、教育、医疗……每一项事业
的发展都牵动着代表们的心。
来自市住建局的党代表赵晓华说：
“玉环这一年的发展变化大家有目共
睹，我们的城市有机更新全速铺开，
‘七大区块’改造强势推进，新城建设
日新月异，塘里村安置房建设、西青老
街改造、万达文商旅综合体建设、高铁
新区站房规划方案通过……可以说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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