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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气象 晴到多云，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9℃，最高气温22℃。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平安中国建设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近
年来，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扎实开
展平安中国建设，
为推动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保
障人民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意义重大。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认真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落实总体国家
安全观，坚持共建
共治共享方向，聚
焦影响国家安全、
社会安定、人民安
宁的突出问题，深
入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深化平
安创建活动，加强
基层组织、基础工
作、基本能力建
设，全面提升平安
中国建设科学化、
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水平，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
感。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对平安建
设的组织领导，研
究解决体制性、机
制性、政策性问
题，切实肩负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

平安中国建设
工作会议10日在
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政法委书记郭声
琨在会上传达习近
平重要指示并讲
话。他强调，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
标，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防
范化解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风险为重点，以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平安创建活动为抓手，建设更
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
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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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云霞）近日，姚江上游余姚西分项目
瑶街弄调控枢纽工程通航验收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通航验
收。

西分工程是省委、省政府和宁波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的姚江流域防洪排涝“6+1”工程之一，是解决姚江流域
防洪排涝的控制性枢纽工程及民生实事工程，省委、省政
府要求作为“五水共治”及百项千亿防洪排涝工程予以重
点推进，同时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和宁波市余姚市“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抓落实专项行动重大项目。

瑶街弄调控枢纽主体工程作为西分项目的标志性工程，
于2018年7月开工，目前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挡洪闸、
削峰调控闸、应急船闸闸门和启闭机安装调试完成，该工程
已于9月初顺利通过通水阶段验收。

瑶街弄调控枢纽通航后，有关部门将着手进行航道的
转换、临时航道的回填及管理区的建设。该工程通航验收
的通过，为全面完成瑶街弄调控枢纽工程奠定了坚实基
础。

西分项目瑶街弄调控
枢纽工程通过通航验收

昨天，市邮政局邮件处理中心一片
繁忙，快递员正忙着分拣快递。又到

“双11”，今年促销战线拉长，11月1日
到 3 日第一波快递包裹投递小高峰刚
过，为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波快递高
峰，各快递企业迅速投入到新一轮备战
中。据快递员介绍，“双11”投递高峰
预计将持续到11月25日左右。

记者 黄静波摄

“双11”
快递忙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曹婷婷）昨天，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徐云率余姚市党
政代表团赴丽水市松阳县开展山海协
作工作，并召开余姚－松阳山海协作
高层联席会议。松阳县县委书记、县
长李汉勤等松阳县领导，我市市委常
委、纪委书记汪志，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姚桂珍等参加。

徐云在联席会议上说，自余姚与
松阳开展山海协作以来，两地紧密配
合、互相支持、通力协作，做到了

“山呼海应”，实现了“山海共赢”。
下一步，余姚将坚决按照上级决策部
署，继续高标准落实各项合作协议，
高质量完成各项协作任务，一起推动
两地协作从“共建”迈向“共赢”，
合力打响打亮山海协作工程升级版。

徐云强调，余姚、松阳两地要携

手对标考评“夺高分”，强化协同，共
同做好梳理、总结工作，着力在协作方
式创新、造血功能培育、创新成果转化
等领域聚焦发力，同时结合“十四五”
规划一起谋好发展“新蓝图”，推动山
海协作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携手抓
实项目“强引领”，着重抓牢松阳－余
姚山海协作产业园和“消薄飞地”园，
最大程度发挥项目的持续化、长效化带
动作用；要携手拓展领域“重协作”，
在区域合作、乡村振兴、消费升级等方
面，巩固两地协作原有好经验、好做
法，延伸扩展新的协作领域，不断实现
共赢；要携手发动各界“广参与”，推
动企业进一步唱好戏、社会团体进一步
助好力，实现两地更高质量的协同进
步。

李汉勤对余姚多年来在山海协作中

对松阳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这些年，余姚、松阳始终把山海协
作摆到重要位置，经过两地紧密无间的
合作，在飞地建设、产业园建设、乡村
振兴示范点建设、社会事业合作、人才
培养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松阳、余姚双方
要继续深化协作创新，合力打造高能级
的产业平台，扩展深化双方领域合作，
实现两地互利共赢，成为真正可持续、
有意义的协作，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的
典范。

联席会议后，徐云看望慰问了我市
在松阳挂职的干部人才，并举行座谈
会。徐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广大挂职
干部人才表示慰问，并通过他们向在背
后默默支持的家属表示感谢。徐云以

“知行合一”四字与大家共勉，他说，

“知”，就是要“知难而进”，牢记到松
阳挂职的初心与使命，以难为历练、以
新为起点，全力把工作开展好；“行”，
就是要“行必坚定”，以实实在在的行
动和举措，坚定落实山海协作的各项决
策部署；“合”，就是要“合作攻坚”，
树好形象，强化团结、合作攻坚，把

“崇文崇德、开明开放、创新创优”的
新时期余姚精神播撒在松阳大地，一起
攻坚推进松阳发展；“一”，就是要“一
心为民”，把群众满意作为挂职的第一
标准，竭尽所能为当地企业、当地群众
做好服务，提供支持。同时，他叮嘱挂
职干部人才要注重身体，市委、市政府
也将尽力为大家提供好组织保障。

在松阳期间，代表团一行实地考察
了大东坝镇横樟村，深入了解乡村振兴
示范点建设情况等。

我市党政代表团赴松阳县开展山海协作工作
徐云等参加

本报讯（记者 唐丽芸）昨天下
午，市委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
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全会文件精神，更好推动各项决策部
署在余姚贯彻落实，动员全市上下，
坚定不移推进市域现代化，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余姚力
量。市委书记奚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叶枝利和市四套班子其他
领导等出席会议。

奚明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学
深悟透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丰
富内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
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特别是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深刻领会把握新发展阶段
的新使命、深刻领会把握全会对“十
四五”时期发展形势的新判断、深刻

领会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构
想、深刻领会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
新要求，持续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部署上来，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奚明强调，谋划余姚“十四五”发
展，要胸怀大局大势，科学精准把握余
姚“十四五”发展的目标要求，确保锁定
的战略方向十分精准，前行的战略路径
十分明晰，奋斗的战略举措十分有力。
从发展的基础来看，到今年底，“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可顺利完
成，我们有基础、有条件、有优势，在

“十四五”时期，发展得更好、进步得
更快、攀登得更高；针对当前工作不
足，我们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以巡视
整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相关工作
后来居上；看清今后的使命，当好浙江
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的排头兵，拉
高标杆争一流、勇于进取走前列。我们
要把牢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

“重要窗口”这条主线，把握高质量发
展、竞争力提升、现代化建设、幸福感

增强这四个要求，科学谋划好“十四五”
发展。

奚明要求，要坚持知行合一，谋深
谋实余姚未来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在强
化自主创新上发力用劲，注重围绕产业
链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姚江英才”
系列计划，真正使创新成为驱动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要在提升产业实力上
发力用劲，通过打造产业集群、做强数
字经济、坚持项目为王、注重融合发展
等方式，不断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
竞争力；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发力用
劲，既大力推动内外贸有效贯通，又大
力推动商业变革，进一步提高制度型开
放水平，争做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标兵示
范；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发力用劲，着
力深化数字化变革，着力强化改革项目
引领，切实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使改革紧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
民心所向；要在促进协调发展上发力用
劲，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抢抓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省“四大建设”等机
遇，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
品质，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

深度融合；要在打造文化高地上发力用
劲，保护好利用好河姆渡文化、阳明文
化、红色文化等，不断增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文化力量；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
发力用劲，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平安
建设为抓手，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奚明强调，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关键在党。要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
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
导核心作用，切实增强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牢
牢把握战略主动和工作主动；要不断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着力锻造新时代
过硬领导力，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做到“五个过
硬”，不断增强“七种能力”，以奋发有
为、昂扬进取的姿态开辟发展新境
界，做到唯实惟先、善作善成，确保
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
得实效。

市委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学习会

坚定不移推进市域现代化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余姚力量

奚明主持并讲话 叶枝利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