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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毅在县（市、区）、省级产业集聚区党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强调
落实主体责任 狠抓基层党建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记者 杨世朋）

昨
天 ，市 委 召 开 2016年 度 县（市、
区）、省级产业集聚区党委抓基层
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市委书记
徐立毅在会上强调，要切实提高
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全力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狠
抓基层党建各项工作，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以党建实
效推动全面发展。
市领导张耕、钱三雄等参加
会议。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
两新工委书记张学伟在会上讲
话。各县（市、区）委书记、省级产
业集聚区和市直机关工委、市国

资委党委主要负责人作述职汇
报，会上进行了现场测评，各县
（市、区）委书记、省级产业集聚区
主要负责人签订了村级组织换届
工作责任状。
徐立毅充分肯定去年我市基
层党建工作取得的成效后指出，
全
面从严治党既是最根本的政治责
任，
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
“牛鼻子”
工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转
型、
抓民生，
是最大政绩，
是最强抓
手。各级党委要始终把抓党建作
为主业，
充分认识到抓党建能出凝
聚力、战斗力，切实增强抓好基层
党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自觉地
把党建工作融入各项工作之中，

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徐立毅强调，
要把村级组织换
届作为今年基层组织建设的头等
大事，着眼于增强战斗力、守牢底
线，高质量完成村级组织换届，确
保换出好氛围、
换出新气象。要继
续抓好
“双整”工作，深入开展
“示
范、达标、整转”三大行动，全面推
动
“整乡推进、整县提升”，努力实
现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全面过
硬。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通
过深化改革、盘活存量等途径，加
快实施强村惠民三年行动计划，
力
争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要加强对
基层基础的保障，
人财物进一步向
基层倾斜，切实做到基层
“有人干

事、
有经费办事、
有阵地议事、
有制
度管事”
。要进一步提升两新组织
党建水平，推动两新组织党建从
“有形覆盖”
向
“有效覆盖”
提升，
从
“党的组织覆盖”向“党的工作覆
盖”
提升。
徐立毅要求，各级党委要注
重制度建设，严格落实基层党建
工作责任制，
“ 一把手”认真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认真
履行
“一岗双责”，层层压实责任，
级级传导压力。要注重工作联
动，做实做活“党建+”文章，把党
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组
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组织活
力转化为发展活力。要注重改革

创新，积极开展试点工作，力争形
成一批特色品牌和试点经验。要
注重持续发力，以功成不必在我
的境界、功成必须有我的担当，持
续打好组合拳，把温州基层基础
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徐立毅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和
基层党建工作密切相关。各级党
委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切实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
作，
特别是要结合基层党建工作的
整体推进，
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农村
宗教事务依法管理，
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占领基层意识形态阵地，
营造和谐文明的乡风民风。

县（市、
区）和市直有关单位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
“补短板、
塑亮点”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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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湾抓干部队伍建设：锻造新方位下勇立潮头的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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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护士学校即将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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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江口新区环岛南路建设工程进入绿化阶段。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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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市长张耕在调
研文化和体育工作时强
调，要以改善和保障民
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切实加强文化、体育公
共产品有效供给，优化
公共设施均衡布局，强
化便民惠民举措，不断
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元化精神生活，努
力增强群众获得感。
刚刚过去的一年，
我市文化、体育事业发
展均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文化方面，2016年我
市公共文化供给提质增
量，每万人拥有群文设
施面积、公共图书馆面
积等 6项重要指标居全
省前三，公共文化在全
省综合排名显著提升。
在体育方面，群众体育
蓬勃发展，竞技体育成
绩斐然，体育产业势头
良好，奥体中心等体育
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张耕察看了市奥体
中心一期建设工程、体
育公园建设项目规划设
计，以及鹿城文化中心
城市书房、市博物馆等
场馆和项目，深入了解
城市文化、体育公共设
施的布局运营状况，协调解决有关发展问题。
张耕指出，温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丰厚。要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加强保护与传承，充分彰显温州历史
底蕴和传统民俗，在更广泛的领域推进文化建设，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要更加重视文化功能，着重弘扬温州创业
创新精神，落实“转型发展、文化先行”思路举措，解决政
府服务中的理念问题，为温州实现“三大转型”营造浓厚
氛围，创造良好软环境。要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繁荣文化
事业，为温州制造赋予更多文化元素，助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要深化文化改革，既要坚持市场导向，积极吸引民
间资本参与文化建设，加强文化市场培育，也要加大政府
投入，为群众提供更多公益性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张耕指出，发展体育事业不仅仅是为了给竞技体育
培养人才，更是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逐步构建大体育格
局，为“健康温州”建设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要加快
建成一批便民惠民的群众体育场地，补齐体育功能“短
板”，吸引广大市民积极参加健身运动，促进群众身心健
康发展。要协调解决“大拆大整”中体育设施规划建设、
体育功能拓展与建设资金平衡等问题，着力破除加快体
育建设的矛盾和障碍，推动温州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副市长郑朝阳，市政府秘书长彭立华参加调研。

余梅生走访慰问政协老干部
送上新春祝福与问候
本报讯（记者 郑序）

前天下午，市政协主席余梅生
率队走访慰问部分市政协老干部，向他们致以新春的祝
福与问候。
余梅生一行先后走访了高忠勋、蒋云峰、吴祖熙、虞
世章、章锦湘等原市政协领导。每到一处，余梅生与老干
部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并向他们
通报了一年来温州发展情况和政协工作。老干部们高度
赞扬温州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
政协履职提出意见和建议。
余梅生对政协老干部表示感谢，他指出，市政协老干
部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丰富的知识阅历和崇高的威望，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老干部永葆政治本色和使
命担当，心系温州、情系政协，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支持温
州发展和政协工作，聚焦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和
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多献良策，继续发挥作用、作
出贡献。
余梅生要求市政协机关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扎实做
好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主动服务，让老干部老有所养、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市政协秘书长朱增岳一同慰问。

新区医院已完成主体工程。

行

本报讯 （记者 林
乃鹏） 1月 10日，市委

瓯江口新区
建设日新月异，
温州外国语学
校、新区医院、发
展大楼、温州护
士学校等一批项
目拔地而起。图
为在建的发展大
楼主体工程已完
成，工人们正在
进行外立面施
工。
杨冰杰 摄

“两型”企业双翼齐飞

2.69％！温州不良贷款率创四年最低
实现连续三年
“双降”
，
金融生态基本恢复常态，
今年目标降至 2.5%以下
温州银监分局人士表示，今
本报讯（记者 邹雯雯 通讯 表示。近几年，温州利用市场化、 大小情况进行分配。如今四家新 行数从 2013年末的 1.7家下降到
员 张建军） 温州银行业不良贷 批量化处置手段，去年累计处置 公司陆续开工，盘活了这片差点成 1.22家，平均担保企业数从 2013 年将持续推进不良贷款处置，进
款连续 3年实现“双降”，金融生
态基本恢复常态。温州银监分局
昨天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末，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
降 至 217亿 元 、不 良 贷 款 率 由
2014年 最 高 时 的 4.
68%下 降 至
2.
69%，较上年末减少 74亿元和
下降 1.
1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
创四年来最低，接近全省平均水
平。
“不良贷款实现从
‘时点性改
善’到
‘持续性双降’转变，风险化
解有序推进，
风险突围的成效进一
步巩固。”温州银监分局人士分析

372亿元，
2012年以来累计处置近
1600亿元，处置额位列全省地市
首位，
约占全省四分之一。这过程
中，
温州全力塑造区域金融风险防
控
“温州样本”
，
颇受外界关注。
华正集团是金融风险处置的
一个生动样本。华正集团因在
2011年盲目扩张，
资金链断裂，
导
致集团经营难以为继，
从而将风险
蔓延到金融机构。经过处置办、
法
院以及多方协调，华正集团将近
100亩的土地及其附属几间厂房
平移给四家原华正集团股东成立
的新公司，
同时将债务根据土地的

为银行不良资产的土地。
据介绍，风险处置过程中
“温
州版”政策不断探索推出：解困会
商、分类帮扶、个案协调三大机
制；厘清担保清偿顺序；运用担保
链八大模式切断风险传导；联合
法院设立诉前调解机构；授信管
理机制与债委会相结合……都是
温州破解担保链风险的新模式。
数据显示，温州已累计协调
处置 1860起资金链、
担保链风险，
帮扶困难企业 1300多家，延缓或
化解风险贷款近 1000亿元。目
前，全市授信企业的平均授信银

年末的 0.
9家下降到 0.
69家。
随着温州金融生态逐步改
善，全市金融机构适应经济环境
变化调整续贷条件，特别是对生
产经营基本正常的企业，在担保
措施不弱化的情况下予以续贷，
实 现“ 以 优 质 增 量 保 障 存 量 安
全”
。截至去年 12月末，
全市新增
金融业融资规模 1487亿元，较上
年多增 263亿元，
其中新增人民币
贷款 484.
3亿元，同比多增 218.
4
亿元，
较去年初增长 6.
43%。2016
年 前 11个 月 ，银 行 业 实 现 利 润
97.
9亿元，
增长 80.
7%。

一步巩固温州风险
“率先突围”的
工作成效，争取今年末不良贷款
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分别控制在
210亿元和 2.
5%以下。

去年前 11月，领军企业和高成长企业
共实现销售产值 1
3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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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印上“园林”标签
永嘉、苍南获评浙江省园林城市
塘下、柳市、百丈、龙港、
桥头为园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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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温州发生了
哪十件金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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