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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二次县（市、区）、产业集聚区比看现场会举行

冲刺三季度 跑出加速度
确保交出
“六比争先”
的高分答卷

温州人大

五年十法
交出地方立法精彩答卷

陈伟俊要求各地始终高举改革开放创新大旗，在理念创新上走前列，在制度创新上当旗
手，在科技创新上攀高峰，在模式创新上勇探路，在方法创新上出硬招，在“重要窗口”建设中
展现亮点纷呈的温州胜景。
本报讯 （记者 杨世朋） 昨天，
“温州
擂 台·六 比 竞 赛 ”2020 年 第 二 次 县（市、
区）、产业集聚区比看现场会举行，进一步
擂响战鼓、吹响号角，营造比学赶超、奋勇
争先的浓厚氛围，冲刺三季度、跑出加速
度，确保交出
“六比争先”
的高分答卷。
市委书记陈伟俊主持并作总结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对各地工作
情况作点评。市领导葛益平、陈作荣、陈
浩等出席。
现场会集中亮晒了全市主要经济指
标和重点攻坚任务完成情况，集中展示了
各县（市、区）、产业集聚区总计 32 个亮点
项目。各地“一把手”结合争先创优、
“三
强两促”等，汇报工作短板及下半年补短

攻坚措施。
此次现场会新增实地观摩环节，与会
人员深入乐清智能电气小镇、体育休闲公
园冰雪中心、中国眼谷、国家大学科技园
和江心屿、公园路、
“塘河夜画”等“两线三
片”开发建设现场，观摩产业转型升级、城
市功能提升、模式业态创新情况。
结合各地工作和实地观摩情况，陈
伟俊指出，新时代，惟创新者进，惟创新
者 强 ，惟 创 新 者 胜 。 聚 焦 建 设“ 重 要 窗
口”的新目标新定位，应对大变局统筹打
赢“两战”，平台、产业、项目、人才、模式
至关重要，最根本的路径在创新、动力在
创新，核心是依靠创新、注重创新、推动
创新。全市上下要始终高举改革开放创

新大旗，不断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发
展模式、工作方法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打
造创新人才高地，以实绩实效续写新时
代温州创新史，在“重要窗口”建设中展
现亮点纷呈的温州胜景。
陈伟俊强调，要在理念创新上走前
列，在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中把牢方向，在把握新变局中
化危为机，在顺应新潮流中与时俱进，大
胆创造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新商业规
则。要在制度创新上当旗手，敢于走前人
未走过的路，努力在民营经济发展、重点
领域改革、行政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走前
列、作示范，打造一批全国唯一、高辨识度
的硬核举措。要在科技创新上攀高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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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构建“一区一廊一会一室”创新格局，集
聚更多创新人才，营造更优创新生态，在
创新“高原”上竖起几座“高峰”。要在模
式创新上勇探路，在经济转型、开放模式、
治理模式上多探路，为“温州模式”与时俱
进创新发展注入新内涵、书写新传奇。要
在方法创新上出硬招，始终保持“知识恐
慌、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强化专业导向、
智治导向、特色导向，主动突破常规，不断
改进方法，增强工作实效，以一域出彩为
全局增光。
姚高员在点评中要求，要紧盯“三季
进”，加力加码、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勇创
一流，全力以赴“六比争先”，为全省全市
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在比看之中开拓新思维

文成仰山社区

引导村民
种植四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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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比竞赛”观摩行记

6 月 12345 效能
“成绩单”
揭晓

90 家承办单位
七成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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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为建设
“重要窗口”贡献温州力量
——五论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市委十二届十次全会刚刚闭幕，一系
列抓落实、抓执行的行动就紧锣密鼓展
开。前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半年度经济形
势分析会，动员全市上下奋战奋进，让“六
比争先”行动成为全市工作的最强音。昨
天，我市又举行今年县（市、区）、产业集聚
区第二次“温州擂台·六比竞赛”现场会，
进一步擂响战鼓、吹响号角，营造比学赶
超、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冲刺三季度、跑
出加速度，确保交出“六比争先”的高分答
卷。
从全会既定目标和具体构想可以看
到，当前的温州上下，
“ 干什么”已经十分
明确，接下来，就要看我们“怎么干”。温
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历来干字当头、成字
为要。这次全会擘画了温州建设“重要窗
口”的蓝图，这是契合温州实际的，是温州
已经具有相应基础的。但要取得更大的

成效和突破，看准的事，就要一以贯之，启
动的工作，就要有始有终。只有持之以
恒，掷地有声，很多工作才会有连续性和
延续性，
“ 重要窗口”建设才能环环相扣、
步步深入。市委市政府发出“六比争先”
最强音，再擂“温州擂台·六比竞赛”战鼓，
用意亦在于此。
当好“重要窗口”建设者维护者展示
者，必须坚持以钉钉子精神干好工作，以
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各地各部门要在
抓落实中树立全局意识，站上高点看问
题，把自身的“小窗口”，放到全省全市“重
要窗口”建设的大局中去谋划去实施，多
想想“干什么”
“怎么干”
“干出什么样的标
志性成果”等问题。要在抓落实中把标准
立得更高，坚持最好最高最优。要在抓落
实中把格局视野放得更远，睁大眼睛看世
界、展开胸怀谋发展，认真寻找工作切入

8 月 1 日起

点、改革突破口，努力形成一批有亮点有
特色、可借鉴可复制、叫得响有影响的地
方品牌、
改革品牌、
工作品牌。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很多工作滞后
了，如今已进入下半年，全年工作时间紧，
任务重，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奋战三季度、
实现全年高质量”的基调，守住“保”的底
线，
夯实
“稳”
的基础，
拓展
“进”
的成效。要
把目标任务分解到具体节点，把指标分解
到每条
“线”
、
任务落实到每个
“点”
、
责任捆
绑到每个“人”，确保谋一件、干一件、成一
件。特别是对于看准了、
认定了的事情，
要
紧抓不放，
紧盯一批全局性、
决定性的重大
问题，力争在重大生产力布局等方面取得
突破，
做大经济总规模，
实现发展高质量。
应对大变局新挑战，夺取打赢“两战”
的双胜利，任务更重、要求更高，各地各部
门务必要迎着困难上、顶着压力干、拉高

标杆比、向着高线冲，尤其要聚焦补齐全
面小康短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夯实治
理基础等重点，持续激扬新时代温州人精
神，齐心协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当前尤
其要强化“育新机开新局”的斗志，无论时
局怎么变化，都要坚定做好自己的事，牢
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特殊年份，要有特殊担当，非常形势，
要有非常作为。在建设“重要窗口”的新
征程中，温州能不能延续过去的荣光，能
不能引领今后的潮流，决定温州未来能走
多远、能攀多高。因此，
温州要坚定不移把
奋斗奋进化为最美风采，
全面争先创优，
创
造优异业绩，把温州打造成为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示范城市，以实
际行动为建设“重要窗口”贡献温州力量，
奋力书写“重要窗口”从历史中走来、在现
实中走好、
向未来走远的温州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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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月光经济
全城夏夜嗨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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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温州·结对助学”
开启

城乡收入增速均由负转正

温州上半年居民收入超 2.7 万元
上半年，温州全体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7349 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807 元，同比名义增长 3.0%，
较一季度提高 4.1 个百分点。

将为 200 名在温
高职院校学子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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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超女”攀上世界屋脊

雪域高原上的
一场特殊义诊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070 元，同比名义增长 3.0% ，较一季
度提高 3.7 个百分点，
列全省第 2 位。
■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20 元，同比名义增长 3.4% ，较一季
度提高 4.9 个百分点，
列全省第 5 位。
制图 昊/霖

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城乡居民陆续返岗，
本 报 讯 （记 者 林 迎 颖 通 讯 员 王
工资收入逐步恢复正常，其中因特殊时期
梵） 昨天，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发布数
防疫物资生产和销售大幅增长，带动部分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居民收支水平较一季
居民工资收入增长，而重要基建项目陆续
度明显好转，城乡收入增速均由负转正。
开工建设，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民工就业
随着疫情管控成效显现，
围绕建设
“重要窗
和增收。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口”
的新目标新定位，复工复产复商加快推
16092 元，同比增长 2.4%，增速较一季度提
进，
经济运行呈现
“危中企稳、稳中有进、进
高 5.0 个百分点，占收入的比重为 50.2%。
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9659 元，同比
数据显示，2020 年上半年，温州全体
增长 1.5%，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7.2 个百分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7349 元，较上
点，占收入的比重为 57.4%。
年同期增加 807 元，同比名义增长 3.0%，增
疫情下，我市及时出台了“温 28 条”
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6.9 个百分点，
但较一季
“金融 12 条”
等惠企政策，
有效助
度提高 4.1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温 32 条”
力企业复工复产。疫情期间激发了线上销
增长 0.4%，增速较一季度提高 4.8 个百分
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模式，有效推动了
点。
经济的发展；另外城镇居民投资理财、农村
分城区看，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集体分配红利也在持续增长；财政民生的
收入 32070 元，同比名义增长 3.0%，较一季
支出持续增长带动城乡居民养老金、最低
度提高 3.7 个百分点，列全省第 2 位；扣除
生活保障等标准全面提高，各类政策促使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0.4%。农村常住居民
了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均
人均可支配收入 16820 元，同比名义增长
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
四大收入中，
转
3.4%，较一季度提高 4.9 个百分点，列全省
移净收入增长最快，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
第 5 位；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0.8%。
收入同比增长 9.7%、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
一直以来工资性收入占据了总收入的
同比增长 10.3%。
半壁江山，随着全市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

温州市域道路
实施拖拉机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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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温州金融运行强劲有力

金融业 GDP
增长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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