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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历经 15 年成果丰硕

“瑞安经验”再度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本报讯 （记者 项武龙 通讯员 夏盈
瑜 蔡文） 2 月 21 日，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文件中
提出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
健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综合平台”。这是
继 2017 年之后，瑞安“三位一体”改革经验
再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
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
改革，
是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点题并一直牵挂的
“命题作
文”。2017 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
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
合合作。作为这项改革的萌发地和先行实
践地，瑞安先行先试，以“合作联合”为改革

路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2006 年
有机衔接机制等试点，瑞安市现代农业产
底，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临瑞
业园入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创建名
安，召开全省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现场会，肯
单，打造“三位一体+MAP”现代农业服务中
定瑞安
“认真探索、大胆实践，
创造了有益的
心，将互联网、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信息
经验”
，
并要求进一步探索实践。
技术，
深度融入了瑞安农业发展。
15 年来，瑞安牢记嘱托，把“三位一体”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瑞安“三位一
作为瑞安乡村振兴的“总牵引”，系统化持
体”改革已逐步呈现良好的综合效应，成为
续破题。在生产合作上推进“规模化+智慧 “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推进乡村振兴的
农业”、供销合作上推进“市场化+现代物
强大动力。该市搭建了具有瑞安特色的农
流”
、信用合作上推进“普惠化+金融创新”，
合联服务组织和供销社服务平台，集成了
同时以“组织化+资源整合”强化综合服务
产权、品牌、金融、科技、人才等服务资源，
一体发展，促进各类涉农资源有效整合，推
推动农业产业联合度大幅提高，实现农民
动小农户和现代大市场有机衔接。同时，
专业合作社质效全面提升、产业农合联引
瑞安市先后承接了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质
领带动能力全面加强、现代金融为农服务
量提升整县推进、探索小农户和现代金融
保障水平稳步提高。积极探索农村产权入

股等形式，强化合作与联合的纽带，做实做
强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基金和农合联资
产经营公司，激发生产、供销、信用三大合
作的协同效应，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普遍、
较快增长。
15 年结下了硕果累累，2006 年到 2020
年，瑞安市农业总产值从 18.2 亿元增长到
40.62 亿元，农业增加值从 10.6 亿元增长到
26.56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8312 元 增 长 到 35872 元 、年 均 增 长
11%。瑞安将充分发挥先发先行优势，争
取通过 2 至 3 年努力，把瑞安建设成“为农
服务走在前列、农业农村现代化高水平实
现、农民共同富裕高标准推进”的省级乃至
国家级
“三位一体”
标杆市。

锚定“ 五大
五大新
新 坐标
坐标”
”
开创“十个
十个新
新局面
局面”
”
走基层

流光溢彩映古村
连日来，永嘉县芙蓉古村制作
的 3000 多个多彩古灯挂满古村内
外，让整个村庄在喜庆祥和的灯光
中流光溢彩，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赏灯游览。该活动将一直持续到元
宵节，其间有南拳、鼓词等非遗民俗
节目穿插其中。
陈翔 摄

勇争先 强执行 开新局
——落实
“新春第一会”
精神系列快评②

去年底，市委召开十二届十一次全
会，明确了“十四五”发展要锚定“五大新
坐标”、开局之年要开创“十个新局面”。
牛年伊始，市委新春第一会聚焦“勇争先、
强执行、开新局”，很显然，年前年后的两
个会一脉相承，以系统论来理解，就是前
者为全局谋划，后者为全局落子。
每一个决策的落地，本身的科学性、
可行性自不待言，这是基础条件。没有这
样的基础，所有设想就容易“悬浮”落不了
地。因此，要探索完善科学的议事和决策
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
使决策导向更聚焦、方向更明确、靶向更
精准、落实更有效。
科学化决策要完善决策体系，把党的
领导贯彻到重大决策全过程。要聚焦改
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性问题，解决好温州
改 革 发 展 最 迫 切 、最 关 键 、最 重 大 的 事
项。充分发挥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专
题”和“专业”优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深
入研究，提出具体思路、目标、举措，以重
点工作攻坚带动全局工作。
科学化决策要畅通决策链条，在作出
重大决策、实施重大战略、推进重大工作、
破解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出台重要文件、召
开重要会议前，要落实好集中学习制度，
做好调查研究和咨询论证，提高决策者和
参与者的素质；牵头部门要集中力量深入
研究、充分论证，健全组织决策系统，确保
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系统谋
划、按时保质拿出方案。决策后，各地各

以科学化决策引领执行

用好
“指挥棒”强化执行力

■本报评论员

部门要以“事不过夜”的劲头，不折不扣抓
好贯彻落实，把具体目标任务细化落实，
严防以会议纪要落实会议纪要，导致决策
“空转不落地”
。
科学化决策要提升决策效率，完善决
策反馈闭环机制。畅通谋划、决策、执行、
督查、反馈“五个环节”，对领导批示件、交

办的重要事项，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做
到有批必办、有办必果、有果必报、有报必
快。对基层上报的请示、反映的问题，要
及时协调、快速回应，避免推诿塞责、没有
下文。各地各部门要建立“一个口子”对
外和主办负责、首办负责、限时办结等机
制，高效抓好落实，能解决的限时办结，部

挂图作战

习近平强调，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
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五城五高地﹄十大专班火速启动运转

勇攀科技高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 郑
序） 勇争先、强执行、开
新局，专班在行动！
“新
春第一会”召开后，连日
来，我市推进“五城五高
地”建设十大工作专班
火速组建并陆续启动运
作。
“ 一项任务、一个专
班、一抓到底”，各专班
拿出“起跑即冲刺、开展
即决战”的攻坚势头，争
先带动“五城五高地”建
设，助力我市“十四五”
重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
推进“五城五高地”
建设，是我市打赢“十四
五”开局首战的核心抓
手。根据市委、市政府
有关部署，
“五城五高
地”十大工作专班以“一
城（一 高 地）对 应 一 专
班”的形式组建，每个专
班由一名牵头市领导和
若干牵头单位、成员单
位组成，通过跨部门、跨
系统、跨领域、跨层级的
人员统筹，整合各方资
源政策，形成系统推进、
高效协同、闭环管理的
工作体系，加速推动工
作落地。
上周，
随着“新春第
一会”打响全年工作争
先抓落实的“发令枪”，
十大工作专班也聚焦
“五城五高地”
顶层谋划、
路径设计、高效落实，火
速按下启动键——
建设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工作专班已经完成组
建工作，并初步拟定三年行动计划和 2021 年度具体措
施清单。未来三年，该专班将重点围绕优化民营经济
发展营商环境、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保护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等方面出台一批具体措
施。
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工作专班组建成立
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对三年行动计划和 2021 年度具体
措施清单进行修改完善，并建立工作协作、例会报告、
问题化解、督查考绩等闭环管理机制。翻开最新拟定
的任务清单，俨然一张
“作战图”：我市计划未来三年推
进建设约 200 个交通项目，每个项目的建设时间进度、
目标要求、责任单位都一一明确标出。
文化高地建设专班也第一时间“动起来”。据悉，
该专班将围绕
“温州学和永嘉学派”研究、新时代
“文艺
高峰”铸造、公共文化服务、文旅产业打造等八个方面
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分领域条线开展专项攻坚，以“目
标具体化、任务项目化、责任清单化”推动各项任务落
实。
“磨刀不误砍柴工”，一边筹划一边行动。
“当前，我
们专班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内部运作机制，细化敲定未
来三年和 2021 年工作方案，为后续强执行做好充分准
备。”建设全国民营经济示范城市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近期专班还将同步启动前期调研，深入民营企
业了解实情、征求意见，确保工作方案更加符合实际、
精准有效。
根据部署，十大专班都将在 2 月底前研究提出中
远期目标计划和年度工作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实体化
运作。各县（市、区）也都要建立相应的工作专班，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下一步，将全面实施过程管理、实绩比
拼、考核赋分，实行专班评价结果与县（市、区）、市直单
位年度考核挂钩，树立
“以结果论英雄”的工作导向，倒
逼督促专班在争先创优中大抓落实。

立说立行

习近平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
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强调

拨 了 就 来 报料有奖

龙湾出台村社组织规范化建设文件
分解决不了或不具备解决条件的，也要在
规定时限内书面回复，
作好沟通。
“十四五”开局，关系发展全局，关系
未来大局，各地务必要以科学化决策去引
领执行。要抓住科学决策这个“纲”，纲举
目张，科学施策，协同推进，确保“十四五”
各项工作高效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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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斓彩蝶踏浪来
今后 5 年洞头力争五大经济指标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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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

勇争先 强执行 开新局
奋力谱写高水平建设“科教新区、山水瓯海”新篇章

洞头

“六大赋能”推动
“六比争先”
奋力开启高质量建设海上花园新征程

市委政研室

坚持谋高做深落实
高效服务市委科学决策

市委改革办

以数字化改革引领撬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
切实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全面推动改革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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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大招强双轮驱动量质并举

构筑投促六大发展新格局
>>>5 版
主编/胡恩强

林秀贝

美编/昊霖

组版/恩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