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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玉环 APP”今日玉环数字报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玉环市第
十五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

吴才平、周阳、施红兵、林成辉、卢小春、陈
方岳、杨良强、郑志源、柯寿建、孙群、李宝、曹英
姬、蔡木贵和市委委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由卢小春主持。大会应到代表 222
人，实到代表214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通报表彰了6件市十五届四次党代会
好提案。它们分别是盛性毅等 11名代表提出
的《关于探索建设玉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

案》、高克火等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出台一线
蓝领工匠队伍发展扶持政策的提案》、陈菊娟等
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提升全市养老服务水平
的提案》、金启祝等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促进
玉环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提案》、张世福等 11
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高铁新区建设的
提案》、苏为林等1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出台专
项政策助推村级债务化解的提案》。

大会还对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班子及成员进
行了民主测评。

（罗俊）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
起航正当时。肩负全市人民
的重托和期望，中国共产党
玉环市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
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
议程和任务，于昨天胜利闭
幕。我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
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次党代会，是在“两个
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十四
五”发展开局之际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大会全面贯彻
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上
级重要会议精神，回顾总结
了“十三五”玉环发展取得的
新成绩，系统谋划了“十四
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思路、目标要求和主要任
务，部署了开局之年的重点
工作，描绘了玉环现代化建
设的宏伟蓝图，回应了全市
人民的强市梦想和幸福期
盼。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认
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
审议通过了市委工作报告、
市纪委工作报告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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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这是一次开拓
进取、团结鼓劲的大会，必将
凝聚起全市上下砥砺奋进的
磅礴力量，以先行者的姿态
走好现代化新征程。

吴才平同志代表中国共
产党玉环市第十五届委员会
所作的报告，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系统谋划“十四五”发
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以“争当
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者”为
战略牵引，以打造浙东南地
区重要发展极为主定位，以
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为基本
路径，努力建设“九个示范
市”，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美丽示范点”；发出了“攻坚‘六个
年’、争当先行者”的动员令，吹响了迈向现代化的行动号角。
这构筑了玉环“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四梁八柱”，
为玉环指明了前进方向，必将点燃全市上下的干事激情，谱写
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新的华章。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历史总是在继往开来中谱写，事业
总是在接续奋斗中发展，梦想总是在埋头实干中成真。全市
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落实党代会明确的各项目标任务和
重大举措上来，坚决扛起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的使命
担当，凝心聚力，上下同欲，强化“五年看头年、开局即决战”的
意识，坚定应对变局、逆势奋进的信心，展现勇立潮头、跨越赶
超的决心，高位开局，高标起步，攻坚“六个年”，争当先行者，
唱响“实干强市”最强音，在迈向新征程中干出玉环力度、玉环
节奏和玉环速度。

奋进正当时，逐梦惟笃行！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实干担当，善作善成，勇开新局，奋力先
行，为加快打造浙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
而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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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玉环市第
十五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圆满
完成各项议程后，于昨天上午在玉环
大剧院胜利闭幕。

吴才平主持大会。周阳、施红
兵、林成辉、卢小春、陈方岳、杨良强、
郑志源、柯寿建、孙群、李宝、曹英姬、
蔡木贵和市委委员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222人，实到
213人，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首先听取了第一代表团、第
二代表团、第五代表团、第六代表团、
第七代表团、第九代表团关于市域社
会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有机更
新、打造发展铁军、数字赋能、全产业
链集成改革等方面的发言。

大会通报了市委、市纪委领导班
子民主测评情况，以及代表提案审查
情况。截止1月12日15时，市十五届
五次党代会共收到代表提案65件。

大会还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
了关于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
告的决议，以及《中共玉环市委关于
制定玉环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的决议。

吴才平在闭幕会上说，此次党代
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和“十四五”发展开局之际召
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全面贯彻
了五中全会和上级重要会议精神，系
统构筑了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
强调要强化“五年看头年、开局即决
战”的争先意识，发出了“攻坚‘六个
年’、争当先行者”的动员令，必将点
燃全市上下的干事激情，必能推动

“十四五”发展高位开局、高标起步。
吴才平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自
觉对标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和美
好前景，开启新征程、争当奋斗者、全
力抓落实，以勇当开路先锋的斗志与
激情合力唱响实干强市的主旋律，以

落实落实再落实的担当和韧劲奏响
高质量发展的最强音，全力创造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人民的
崭新业绩。

重中之重要争当信念坚定的奋
斗者，凝心聚力抓落实，锚定“打造浙
东南地区重要发展极”这一主目标、
主定位，上下一心、步调一致，不断推
动玉环发展行稳致远。要争当实干
担当的奋斗者，唯实惟先抓落实，尤
其要强化破冰意识，解放思想、创新
思维，以思想上的“破冰”赢得行动上
的“突围”，全力以赴推动玉环在新一
轮发展中赢得先机、抢得主动。要争
当善作善成的奋斗者，擂台竞技抓落
实，以敢当标杆的高位追求和先行示

范的奋进姿态，推动各项工作争先创
优、走在前列。要争当以身示范的奋
斗者，一线破难抓落实，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要以上率下、一马当先，把破
难攻坚的一线作为主战场，把解决实
际问题作为检验能力水平的“试金
石”，争当大抓落实、狠抓落实的排头
兵。

年关将近，吴才平要求，全市上
下要强化系统思维，统筹兼顾抓好各
项工作。要开好乡镇党代会、街道党
员代表会议，同步筹备好市“两会”，
凝心聚力谋发展，把市党代会确定的
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深化细化、落地
落实。要始终绷紧平安之弦，全面开
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排查，守牢安全底

线，尤其要慎终如始打好冬春季疫情
防控攻坚战，围绕“零新增”目标，建
立健全“源头查控+人物双防+硬核隔
离+精密智控”的机制，严格落实测
温、亮码、戴口罩等措施，筑起疫情防
控的最坚固防线。要关心关爱群众
节日生活，全力做好节日期间的市场
供应保障，广泛开展访贫问苦送温暖
活动，让每一位困难群众都能温暖地
过好春节。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尤其领
导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坚决反对不
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上午 11时 30分许，大会在雄壮
激昂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应挺刚）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胜利闭幕
大会通过了关于市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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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决议
吴才平主持并讲话

陈灵恩陈灵恩摄摄

本报讯 昨天上午，
市委举行全体会议，吴才
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十五届
五次党代会大会秘书处负
责人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
委报告、市纪委报告、《中
共玉环市委关于制定玉环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及
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

通过了提案工作委员会关
于本次党代会提案审查情
况的报告。

会议还审议了关于市
委工作报告、市纪委工作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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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的决议（草案），提交
市十五届五次党代会全体
会议通过。（路伟风）

市委召开全体会议

起跑决定后程，开局决定全局。
中共玉环市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于昨日胜利闭幕。

满怀共产党人的激情与理想、实
践与承诺，200多名代表认真履职，紧
紧围绕开展产业提档升级攻坚年、科
创高地建设攻坚年、海湾城市能级提
升攻坚年、改革开放纵深推进攻坚
年、幸福民生共建攻坚年、社会治理
水平提升攻坚年，以及深化全面从严
治党等方面展开激烈讨论，为美丽宜
居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湾城市建设
共商大计，共绘愿景。

勇当排头兵，争当先行者，是过
去五年玉环改革发展的生动写照，又
是下一个五年的奋斗目标，我市将继
续解放思想，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
高水平开放，争当构建新发展格局先
行者。

作为玉环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如
今大麦屿港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
遇。市党代表、浙台（玉环）经贸合作
区管委会主任潘龙浙表示，大麦屿港
将紧紧围绕美丽港区、智慧港区、产
业港区、文旅港区建设，完善基础设
施配置，通过创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
区、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台湾商
品免税市场，打响浙台（玉环）经贸合
作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加速申创海

峡两岸浙台经贸合作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仅是过去五年来的一条重要体会，
更是今后五年发展所必须秉持的基
本原则。“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是为了让人民满意，满足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们对这句“温
暖而走心”的话印象深刻。

“我们就是要每年扎扎实实地做
一些惠及民生的事情，把高水平、现
代化建设的成果体现到民生实践中，
让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市党代表、玉
城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国立说道。

坚持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推动
产业集群发展、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引来强烈共鸣。市党代表、芦浦镇党

委书记赵梅英表示，将高起点规划布
局，打造“数智”地标，在芦浦镇 2000
亩土地的规划基础上向外拓展，融合
新城南区和高铁新区，一体规划、设
计、开发，发展城市大脑、产学研中
心、人才公寓、商业配套、文旅休闲等
全业态。

“沙门将扎实推进商住综合体、
LNG气化站项目、污水零直排等生产
性、生活性服务项目建设，加快工业
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配备，推动日岙慧心湾、水桶岙
田园综合体等文旅、康养项目落地，
助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市党代表、
沙门镇党委书记骆骏骞说道。

（下转第3版）

攻坚“六个年”奋进“十四五”

开启高水平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本报讯 “ 奋 斗 所 在
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在基层工
作中磨练的不只是业务能
力，更是工作心态。”近日，
王曼曼在工作纪实的末尾
又郑重地加了一句：“明日
任务：走访2户村民、开展村
游乐园设施二次议价。”

王曼曼是 2018 年以来
我市新到村任职的 21名选
调生之一，现驻芦浦镇井头
村。在对接的一系列工作
中，让王曼曼感到最有挑战
性也最有收获感的工作就
是进村走访，“走门串巷做
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很
多‘人情世故’，乡里乡亲让
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带着
感情做群众工作’。”王曼曼
能够迅速地从基层“菜鸟”
成长起来，也离不开“师傅
带进门”。为加强对选调生
的帮带督导，我市在落实

“2+3”帮带责任人的基础
上，明确一名驻联村“老乡
镇”结对一名选调生，并为

选调生统一购置自行车、雨
衣雨靴、防疫用品等“驻村
日用九件套”，推动选调生
快速适应基层。

最近，台州市选调生陈
洋洲成了楚门镇蒲田村的
大红人，——这位懂法律的

“大学生”帮着村里追回了
小微园区延迟竣工的200万
元赔偿。依照《玉环市选调
生工作指引》，陈洋洲认领
了小微园区建设等5项民生
实事，结对帮扶了 2户低保
边缘户，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 群 众 解 了 不 少 急 事 难
题。“来到村里，小陈把群众
的 事 情 当 做 自 己 的 事 情
办。”村里乡亲提起这位新
来的小陈都赞不绝口。

为有效促进选调生共
学共享，我市精心组织“解
决实际问题二三事分享会”

“读书悦享会”“微宣讲试讲
会”等活动，通过分享工作
学习体会、开口讲好第一
课，推动选调生强业务、增
本领。 （下转第2版）

让青春在基层磨砺中闪光
“三沉三融”推动选调生精细化管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