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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森参加政协工商联组讨论

张本锋参加科协、科技组讨论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本 报 讯（记 者 黄 允 祺）昨
晚，县长张本锋来到县政协科协、
科技界别组讨论现场，面对面听
取委员的意见建议，与委员们共
话发展之策。
会上，委员们围绕科技人才
培养、优化工业用地空间布局、基
层农技人员队伍建设、旅游资源
开发、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等方面
工作，直奔主题、踊跃发言，提出
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发
言“干货满满”
。
张本锋仔细聆听、不时记录，
就具体内容与委员们进行探讨交
流，并表示将认真研究、充分吸

收，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抓好落
实。张本锋希望，广大委员在下
一步的工作中，要立足苍南、立足
岗位、群策群力，围绕中心大局，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
策，更好履行职责，共同助力新时
代浙江美丽南大门建设。
张本锋指出，近年来，省市
县各级对科技创新工作都高度
重视，苍南科技创新工作虽取得
了一定成效，但与先进相比，仍
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当前创
新主体少、能级不高、投入不足、
人才缺失等问题，仍是制约我县
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对

此，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更要清
醒认识，真正把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以科技创新推动换道超车；既要
搭好平台，更要用好平台，充分
发挥我县一批科创平台的作用，
切实解决企业所需，服务我县经
济发展；既要政府主导，更要企
业主体，加强开拓创新意识，加
大创新投入，切实提升科技创新
水平；既要引育人才，更要用好
人才，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
一流环境，探索吸引集聚人才的
各种渠道，使他们发挥所长，推
动苍南科技事业发展步伐。

杨德听参加政协中共组讨论

充分发挥优势 服务中心大局
本 报 讯（记 者 林 婵 婵）昨
晚，县委副书记杨德听在参加政
协中共组讨论时指出，各委员踊
跃发言，质量高、理解深，希望县
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持续紧扣县
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发挥优势，倾
情履职，开拓创新，为苍南发展稳
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讨论中，委员们围绕新苍南
经济转型、高新技术人才培育、矿
山井巷行业发展、民主监督实效
提升、文化产业集聚等方面畅所
欲言，
提了许多意见建议。

听取讨论后，杨德听表示，委
员们的发言质量都很高，对报告
的理解很深，问题看得很准，提出
了 许 多 真 知 灼 见 ，令 人 深 受 启
发。他指出，2020 年是不平凡的
一年，一年来，县政协做了大量工
作，成绩突出，亮点频现。接下
来，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在讲政治
上做好表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县委、县政府的决策上来，
与党委、政府做到同频共振、同轴
运转、同向推进，共同做好各项重
点工作。

杨德听强调，广大政协委员
要服务好中心大局，善于站在全
县工作大局的高度思考研究问
题，要围绕建设“新时代浙江美丽
南大门”这一奋斗目标，多选择一
些党委、政府需要研究解决的重
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要练
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广泛听取
意见，积极建言献策，使更多有水
平、有价值的建议进入党委、政府
决策，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为高
质量建设新时代浙江美丽南大门
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提升履职能力
展现担当作为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昨
晚，县政协主席林森森来到政协
工商联组，与委员们一道围绕县
政协“两个报告”进行热烈讨论，
并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讨 论 会 上 ，委 员 们 立 足 各
自专业领域、结合工作实际，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人才支
撑、加大企业扶持力度、苍南品
牌形象塑造等方面问题，提出
了意见建议。
林森森在会上希望政协委员
进一步发挥优势，在新一轮发展
中，
牢牢把握历史新方位，
锚定使
命任务，
自觉肩负起政治责任，
为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积
极建言献策出智出力。针对垃圾
革命、
请你来协商等各项工作，
林
森森强调，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优化各项制度，以苍南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立足点，

形成社会参与、人人支持的强大
合力，
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
对于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林
森森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苍
南作为温州模式发祥地，在商贸
方面有着极为明显的优势。企业
兴则地方兴，委员们在发言中提
到的规划建设现代化仓储物流
点、大数据电商行业领域培育等
问题，也是我县各大企业的普遍
呼声与需求，希望各单位部门进
一步关心关注民营企业，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着力为企业提供贴
心、优质、高效的服务。同时，委
员们要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
不断提升参政议政能力，
履行
好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职
责，找准服务全县发展大局的切
入点，
把建言献策落到实处，
让履
职见到成效，在参政议政上不断
展现新作为。

委员讨论县政协
“两个报告”

汇聚合力谋发展
砥砺前行创新篇

代表委员谈
“大县大城”建设

优化县域发展布局 加快产城融合发展
记者 林明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深入实施“大县大城”和乡村振
兴战略，
不断优化县域发展总体布
局，
全面提升中心城区能级。那么
该如何做好“大县大城”建设工
作？县人大代表、
灵溪镇城中社区
党委书记欧阳璇和县政协委员、
浙
江望舟律师事务所主任、
九三学社
苍南县委委员董文显做客《两会访
谈室》，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就县城
如何进一步将宜居宜业有机融合，
在新征程中抢抓新机遇、
再创新辉
煌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大县大城的战略中，灵溪
作为苍南县城将有着非常宝贵的
机遇。”欧阳璇认为，灵溪需在城
市能级、中心城区首位度、新型城
镇化发展等方面做进一步提升，
在当前的历史节点下，应牢牢把
握龙港撤镇设市为苍南发展带来
的可观政策红利、省级经济开发
区落地灵溪、
“ 一镇三平台”改革
带来的更顺畅体制机制，以及苍
南“大县大城”的建设定位等宝贵
机遇，顺应时代变革，有效借助有
利政策环境促进效应叠加，积极
探索县城高质量发展新道路。
对于
“大县大城”
的
“大”
应该体
现在什么方面，
欧阳璇也有着独到
的见解，
他表示，
“大县大城”
离不开
城市地理上的扩展，
当前，
我县在城
市地理的扩展上提出了东扩、
南拓、
西优等战略设想，
目前县城东扩、
南

拓已全面展开，
县城西部优化，
老旧
城改造总体平稳有序推进，
老城改
建一期工程前期工作也已全部结
束，
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同时，
除
了城市框架伸展和人口基数集聚之
外，
还应体现在高质量建设新时代
浙江美丽南大门首善之城中的
“高
质量发展、
美丽、
首善之城”
这三个
关键词。在发展经济方面，
依托省
级经济开发区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
型和新兴产业培育，
发展现代农业、
打造重点工业，
提升浙闽省际专业
市场群为支撑的现代商贸服务业，
构筑形成一二三产业各有发展、
深
度融合的现代新型产业体系。
而董文显则认为，
“ 大”意味
着宜居宜业相互扶持、有机融合，
实现生态宜居，产城融合。其中，
宜居从扩大城市规模和同步推进
老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入手，
有序推
动藻溪、桥墩等乡镇融入中心城
区。宜业则将灵溪的传统优势产
业做大做强，
将产业与城市高度融
合，
全力打造现代商贸特色镇。访
谈中，董文显坦言，灵溪自古以商
贸立镇，有着良好的经济贸易基
础，但仍存在缺乏系统扶持政策，
市场混乱；政府引导乏力，当地同
质市场恶性竞争激烈；
商户经营方
式单一及配套缺失导致市场存在
仓储和交通短板等亟需改进的问
题。因此，
他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
在今后出台商贸流通行业的扶持
政策，从商贸市场供地、商贸企业
创优创品牌、
配套设施完善等方面

出台相关政策，培育市场主体，改
善经营环境，吸引周边经营户入
驻，
为苍南商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政策保障。针对当前存在的两
个水产市场这种同质市场情况，
应
在尊重市场建设主体和经营户诉
求的基础上进行整合，
并引导沿街
商户入驻专业市场，
打造专门的商
贸业仓储基地，
丰富商贸业的经营
业态构建并完善产业链，
立足实际
推动传统产业发展，
让灵溪群众在
产业发展中尝甜头、
得实惠。
无论是提高商贸业发展质
量，还是城市扩展，都将牵涉到各
方利益，各自的诉求也各有不同。
针对这方面，欧阳璇倡议，根据国
家
“十四五”
规划，
中国的城镇化建
设将在 2035 年前结束，过了这个
时期各种城镇建设的政策窗口会
逐渐关闭，
国家将会转向新的更高
质量的发展目标，
留给全县特别是
灵溪在城市发展建设的时间已不
足 15 年。
“作为县城的居民，每个
人都是灵溪的一份子。”欧阳璇表
示，
希望在接下来的大县大城建设
和城市有机更新中，
大家能树立大
局观念和发展意识，
紧紧抓住未来
城市建设的机遇期，
找准大局发展
和个人利益的契合点、平衡点，要
有作为大城居民的情怀，
主动配合
党委政府工作，
在全县大发展大建
设的浪潮中获得各自的幸福感。

两会访谈

本报讯（记者 林明明）昨晚，
参加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的委员
们，围绕政协“两个报告”展开热
烈讨论，一致认为县政协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实
事求是，主题鲜明，亮点纷呈，具
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讨论
中，
委员们还纷纷表示，
将立足本
职岗位，
认真履行职责，
紧密围绕
县委、
县政府中心工作，
多建有据
之言，
多献务实之策。
委员叶德辉在人才引进、区
域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宝贵
意见，他认为，我县可针对区域
优势行业，打造大学人才实习
点、企业孵化园等举措，引导企
业参加大学企业招聘会，让更多
的毕业学生了解苍南的本土企
业，为苍南招收更多顶尖优异人
才。同时，不断吸取大城市在技
术、信息、市场运营等方面先进
经验，实现苍南企业影响力与知
名度不断提升，逐步走向更加广
阔的市场。
围绕现代化仓储基地建设、
相关产业链配套设施完善等方
面，委员赵德用、吴启鹏、林峰等
表示，加快现代化仓储物流基地
建设对于促进我县城市经济发
展、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们希望我

县能加快打造现代化物流产业
链，并加大仓储物流领域招商引
资力度，引进国内知名现代化物
流企业入驻，进一步提升苍南现
代仓储物流业整体水平。
委员赖纯阳建议，今年是建
党100周年，
希望县政协能深入谋
划，
共同打造建党 100 周年活动，
助推成效提升。同时，当前的苍
南文化产业缺乏正确引导，存在
广泛、
散乱，
无法形成集聚效应等
问题，建议县政协能将打造浙南
闽北高端文化产业集聚区纳入工
作调研计划，鼓励和引导社会资
本投入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产业
总量，
打响我县文化产业品牌。
委员黄友劝在苍南旅游产业
发展方面提出建议，他认为苍南
旅游业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和资源优势，在合理开发旅游景
区的基础上，要科学规划打造旅
游路线，
梳理旅游资源，
将苍南精
品的景点元素实现串联，并推动
旅游产业链与吃、
住、
行 娱等其他
环节相融合，推动苍南全域旅游
发展。
此外，委员们还围绕教育强
县、
垃圾革命工作开展、
生态环境
保护、交通设施完善等多领域提
出了建议。同时，各联组列席人
员也作了精彩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