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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暨理论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新部署新要求
以
“探路者”
使命担当续写创业创新史
周江勇讲话 张耕姚高员葛益平余梅生等参加
晚报讯 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暨理
论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继续深入学习“红船精神”，并围绕《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纠正“四风”加强
作风建设开展专题学习。会议强调，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有关新部
署新要求上来，坚定扛起温州继续作为“探
路者”的使命担当，奋力续写好温州这部创
业创新史，努力再造新优势、再创新辉煌，争
当全省
“两个高水平”建设的排头兵。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周江勇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领导张耕、姚高员、葛益平、余梅生
等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进一步纠正“四风”
、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指示
精神和省委关于执行“八项规定”的文件精
神。市有关领导结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和“红船精神”、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
卷，
作主题发言、谈学习体会。
会议强调，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
之源、党的先进性之源，是我们党立党兴党、
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精神支撑。
要把“红船精神”作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源”，
秉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赓续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铭记立党为

上个月刚发布
“人才 20 条”
这个月就实实在在兑现
洞头昨天集中签约 10 个高端人才项目

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洞头区人才发展大
会获悉，该区授牌成立 7 个院站基地，集中签
约 10 个高端人才项目，还首次兑现了“人才
新政 20 条”，对个人和平台奖励超 500 万元，
是历年之最。据悉，该新政对个人的最高奖
励额度居全省前列。
洞头区“人才新政 20 条”上个月刚刚对
外发布，政策可谓力度空前，其一大亮点就在
于扩展了人才的界定范围，将以往人才政策
的支持对象由市定的 A-E 等 5 类扩展到高
级人才(F 类)、中坚人才(G 类)、基础人才(H
类)等 8 类，全日制专科学历就能享受相应的
人才政策。
奖励力度更是空前，如省级特级教师奖
励往年只能拿到 5 万元奖励，今后可以拿到
100 万元，奖励金额翻了 20 倍。引进市级以
上领军人才可在温州市区购房，可享受最高
200 万元的补贴；引进区级以上领军人才可
推荐到温州“创新院”给予事业身份待遇；首
次将本地人才待遇等同于引进人才，极大鼓
舞了本土人才培育开发的积极性，体现了高
“含金量”的奖励待遇和灵活的聚才环境。
今年以来，洞头引进了哈工大等 9 家院
校入驻洞头为企业服务，吸引了 6 名“省千”
“国千”人才为洞头发展出谋划策，以真金白
银奖励了 16 名人才。同时，联合 22 家涉才
部门和社会组织，组建“六位一体”人才服务
联盟，优化服务为洞头留才。引进人才的回

馈也是巨大的，
据悉，
这些人才今年为洞头创
造了过亿产值。
“企业要办好、办大、办强，必须要有人
才。”作为温州医药行业首家主板上市企业，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颜贻意一
直十分重视人才发展的理念。昨天在大会
上，该公司签下了三名博士，其中一名“国
千”
、一名
“省千”，一名加拿大博士后，都是药
物研发方面的专家。而在专家、人才的助力
下，
浙江诚意药业主办的
“浙江省诚意医药大
健康研究院”
今年被评为省级企业研究院。
近年来，
洞头立足本地特色产业，致力于
打造
“一岛两站三院”
人才优化平台布局中，
就
是以浙南人才
“梦想小岛”
引领高端人才智力
聚集；
以大健康院士工作站和全域旅游院士工
作站，促进健康疗养产业发展；以诚意医药研
究院、黄鱼研究院、海洋生态藻类研究院推动
医药、
黄鱼、
藻类深度开发和海洋生态保护。
其中，
“梦想小镇”是今年洞头与“省千”
人才李斌博士等专家团队合作开发建设的聚
才平台，致力于服务以“千人计划”专家为代
表的广大海外高层次人才，为“千人计划”专
家团开展学术交流联谊活动、科普活动以及
相关健康休闲文化活动搭建平台。该项目目
前已经签订了意向协议，将吸引更多的海内
外优秀人才来温州创业发展，为温州打造浙
南人才高地贡献洞头的力量。
□晚报记者 胡晚露 通讯员 钱飞琴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高水平谱写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更平衡更充分更全面发展、为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新篇章，
为继续当好“探
路者”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支撑。
会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 21 世纪马
克思主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集中
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形成发展的轨迹和成果，是我们学习领会十
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权威读本。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作为干事创业的
“必读书”
，
强化思想、行动和
实践自觉，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全面发

动、全员覆盖，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为继续当
好
“探路者”
提供更加科学的思想方法。
会议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
步纠正“四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指示，
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
心。要把优良作风作为干事创业的“护身
符”，近期重点要查摆问题纠“四风”
、健全机
制正作风、真改实做树新风，为继续当好“探
路者”提供更加有力的工作保障。
□温州日报记者 杨世朋

市中医院六虹桥院区投用
152路
“定制公交”
元旦开启
晚报讯 建筑面积 3.03 万㎡、拥有
270 张床位的温州市中医院六虹桥院区
二期工程昨天正式投入运行，这也意味
着市重点工程“温州市中医院六虹桥院
区建设工程”
的整体完工并投入运营。
目前，血液净化中心、综合内科、内
分泌、肝病科、消化科、针推康复科等多
个病区在该院区陆续开放。
“六虹桥、景山、水心、大士门、怡福
五个院区的总床位数已超过 1400 张，六
虹桥院区建设工程整体完工，一院五区
新格局形成，
各院区功能定位明确，
标志
着中医院大型医院的规模基本形成。
”市
中医院院长王庆来介绍，
“作为新晋的全
国文明单位，现在我们向着打造省内一

流，
全国知名的中医医院的目标努力。
”
为了方便市民的就诊，152 路“定制
公交车”
将在明年元旦期间开通，串联起
六虹桥、水心、大士门这三个院区。
152 路公交线路沿途站点设置如
下：由市中医院六虹桥院区始发，岙前、
兴通桥、葡萄棚、水心竹组团、返行「市政
大桥」、三角巷、双莲桥、坦前、温州大厦、
松台 广 场 至市 中医院 大士门 院 区（往
返）。该线路全程 6.3 公里，配置 2 辆中
巴车。运行时间从 7 点到 18 点（冬令
时）。
公交线路为无人售票车，票价实行
2 元一票制。约 40 分钟一个班次。
□晚报记者 王乐乐

跨境电商校会企合作
抢占一带一路新商机
晚报讯 近日，
跨境电商校会企合作
暨心丝路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孵化中心揭
牌仪式在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该院财经学院与温州市跨境电商协会、
温州市外贸企业协会、温州东瓯教育集
团、Wish 电商学院、温州欧博电气有限
公司等协会和企业签订了“校、企、会三
方共育人才”
有关协议，
为温商在一带一
路抢占新商机，
开拓跨境电商培养人才。
合作方代表通过友好协商，签订了
跨境电商人才培育合作协议。同时，
“全
国跨境电商专员培训中心温州分中心”
和“心丝路跨境电商创新创业孵化中
心”
也在此次活动中揭牌。
东方学院财经学院还聘请了郑坚伟
等 11 位专家为院企合作委员会委员；聘
请叶金娜等 6 名专家为“心丝路跨境电
商创新创业孵化中心”
创业导师。
知名移动电商 Wish 代表倪月秋为

该院国际贸易专业全体师生详细解读了
学院即将与 wish 官方平台、温州东瓯
教育合作开展的学生创业推进项
目-wish 星青年计划。
近年来，东方学院乘“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
东风，
结合国家
“一带一路”大战
略的实施，一路思索、一路实践、一路进
步。从 2010 年开始，就大胆尝试，先后
派专业教师赴杭州、宁波、义乌等地学习
考察，组建了浙江省内第一批开设跨境
电商相关课程的教学团队。同时，与温
州天龙集团、义乌达观服饰有限公司等
企业就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达成战略合作
协议。在校企深度合作基础上，外贸专
业群师生共建了“心丝路跨境电商创业
创新孵化中心”，为跨境电商人才校企共
培以及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扶持。
该校已将跨境电商方向纳入 2018
年招生计划。
□凌霜 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