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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三次全会精神
▢ 全媒体记者 谭祉潇

本报讯 春节慰问送关怀，浓
浓深情暖人心。在新春佳节即将
到来之际，昨日，市长叶帮锐先后
前往廿三里街道、上溪镇，看望慰
问困难群众、拔尖人才，向他们致
以新春的美好祝福，送上党和政
府的温暖。

“春节快到了，我代表党委政
府来看望您，祝您身体健康、新春
快乐。”在困难群众何有喜家中，
叶帮锐仔细询问老人生活情况、
健康状况，为他送上新春祝福，叮
嘱他保重身体，鼓励他要坚定信
心，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并要求
相关部门、镇村干部，要把困难群
众放在心上、把帮扶责任扛在肩
上，进一步加强与困难群众的沟
通联系，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义乌市赛恩斯高分子材料
有限公司董事长楼钦，是中国塑
料加工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高
分子材料专家、浙江省特聘专
家。在赛恩斯公司，叶帮锐与楼
钦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发
展情况，对他为义乌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他继续坚持
创新驱动、抢抓市场机遇，在不
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
同时，带动全市美妆行业创新发
展、高质量发展。叶帮锐强调，人
才是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要素。要高度重视人才工
作，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才工作的
责任感、紧迫感，加大引才育才
力度。要全力支持人才创业，主
动靠前服务，着力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切实把更多科研成果转
化为先进生产力。要迭代优化人
才政策，打好人才政策组合拳，
构筑人才政策“高地”、人才集聚

“洼地”。要营造良好人才环境，不
断提高人才服务质效，强化人才
工作宣传，形成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惜才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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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任命：
何显锋为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资彩为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楼小东为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决定免去：
邵春洪的义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
刘洪强的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
吴朝晖的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

义乌市人大常委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23年1月19日义乌市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昨日，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市委十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主席陈小
忠，副主席蒋令树、王迎、王建新、王亦民、鲍建平、刘
瑜君、丁光海，市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吴朝晖及政协机
关全体干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此次市委全会是市委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
委十五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书记
易炼红来义调研重要指示精神，紧跟党中央和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市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既通篇贯穿党的二

十大精神，又具有鲜明的义乌辨识度，为今后乃至下一
阶段义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会议要求，全市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要把学
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原原本本
学、结合实际学、率先垂范学，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
为服务中心大局、谋划政协业务、推动政协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积极履职尽责，增强政协协
商的实效，推动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广泛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更好发挥专门协商
机构作用。要坚持务实有为，健全完善政协系列工作
制度，增强义乌政协工作辨识度，进一步加强自身建
设，全力推动政协工作跨越发展，为高质量高水平建设
世界小商品之都、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义乌篇章，凝聚更
强合力、作出更多政协贡献。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义乌篇章作出政协贡献

▢ 全媒体记者 李爽爽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政协召开十四届五次常委
会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省“两会”精神、市委十
五届三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有关事项。市政协主席陈小忠，副主席蒋令树、王
迎、王建新、王亦民、鲍建平、刘瑜君、丁光海，市政协
机关党组书记吴朝晖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义乌市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大会执行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审
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义乌市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分
组讨论办法及召集人名单。

会议指出，一年一度的政协全会是政协履职的最
高形式，对于全市政协系统广泛凝聚共识、积极建言献
策、助力义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提高站位、
高度重视，扎实细致地做好全会各项筹备工作，齐心协
力推动新发展阶段下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把好协
商议政关，认真做好各项报告的修改完善工作，加强对
委员提案的指导，严格审核把关，在“两个报告”、提案、
大会发言中体现高质量。要高水准做好会议组织保障
工作，全力抓好会议统筹协调、数字技术保障、全程宣
传报道、服务细节落实，确保大会的每场活动、每个环
节、每件事情组织到位、安排妥当。要严明会风会纪，严
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关于作风建设的
要求，确保政协全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五次
常委会会议

▢ 全媒体记者 陈健贤

本报讯 1月16日下午，第十届“环卫工人慈善年夜饭”
活动如期而至，数百名环卫工人齐聚绣湖公园，领取这份义
乌人民最诚挚的祝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慈善总会会长丁
政参加活动，并致以新春祝福。

此次活动由市慈善总会、总工会、团市委共同主办，爱
心公社作为执行团队，负责礼品筹备和分发。“相较去年，今
年能收到‘爱心年货’的环卫工人覆盖面更广，在原基础上
增加了上溪、大陈等地的环卫工人。”爱心公社负责人赵云
峰说，今年全市设立了13个点位，分批为3000名环卫工人
发放物品，每位环卫工人能领到“爱心年货”和一个现金
红包。“爱心年货”包括米、面、油、口罩和年画等。爱心企
业捐赠的 1500 件冬装外套，和“爱心年货”一起按需发放
给环卫工人。

绣湖公园是此次活动的主会场。记者在现场看到，环卫
工人戴好口罩有序排队领取“爱心年货”和红包，有的环卫
工人第一时间拍照和家人分享这份温暖。 （下转第二版）

第十届“环卫工人
慈善年夜饭”活动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下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
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政主持会议，副主任董利
明、颜新香、胡爱芬、斯基根及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虞秀军列席会议。

市领导喻新贵、王炜，市监委、市法院、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市府办、市委组织部、发改局、财政局等
部门单位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各委办负责人列席
会议。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政府有关人事提请报告
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有关人事提请议案。新任命国家
工作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初审了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
程（草案）；审议通过了义乌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部分市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初审了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组织人事建议名
单；审议通过了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和
代表分团分组方案。

会议初审了市政府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
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听取和审
议了关于 2022 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的报告和
2023年度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建议方案的报告，同意将有
关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

会议初审了关于义乌市 2022 年预算执行情况及

202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送审稿）、关于义乌市2022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情况及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送审稿），同意将有关报告作进一
步修改完善后，提交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

会议指出，开好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意义重大。要
高度重视，按照会议流程倒排时间，全流程“沙盘推演”，
查漏补缺。要认真做好议案建议的征集工作，收集民情民
意，积极建言献策。要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全力以赴开好
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法定程序切实将市委“对标
二十大，迭代‘138’，开创新局面，奋进现代化”的战略部
署转化为全市干部群众的共同意志，坚持“兴商建市”不
动摇、改革开放再出发，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义乌实践
的良好开局。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九次会议

▢ 全媒体记者 王 婷 谭祉潇 李爽爽
傅柏琳 龚盈盈 陈健贤

本报讯 新春佳节即将来临。连日来，王健、叶帮
锐、丁政、陈小忠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检查节
前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镇街部门强化“群众过节、干
部过关”意识，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牢固树立底线思维，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春节。

1月17日，市委书记王健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以
“四不两直”方式前往浙江润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企
业，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健走进生产车间和产品仓
库，与企业生产负责人深入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情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
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落实落细节日安全管理措施，做
好春节期间值班值守工作，加强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全力筑牢安全防线，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检查中，王健强调，各镇街部门要牢固树立“人人

都是安全员”理念，全力以赴抓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消
防安全等安全保障工作。要围绕建设施工、道路交通、消
防、危化、城镇燃气等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工作，
强化安全监管和督导检查。

昨日，市长叶帮锐深入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和市场保供工
作。在义乌副食品市场，叶帮锐详细了解市场经营、安全巡
查、消防应急指挥中心运转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消防
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为百姓打造安全的消费环境。要全面
强化市场保供工作，全力保障市场货丰、价稳、量足，严把食
品质量关。在金义东轨道交通秦塘站，叶帮锐实地查看车站
进出站口、微型消防站等处，详细询问进出站客流、应急处置
流程等，并看望慰问值守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切实加
强安全管理，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做好保畅通、保安全工作，确保轻轨运行绝对安全。

1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政带队前往义亭镇
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大检查。丁政指出，相关单位和企
业要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提高企业安全保障能

力；不断加强基层治理，排查整改农村用火用电安全隐患。
1月16日，市政协主席陈小忠前往义乌市名盛服饰

有限公司，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企业要落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强化安
全教育培训；加强对企业巡查的频次和深度，指导企业不
断提高安全意识。

昨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唐剑刚前往赤岸镇政
府、吉家宾馆、缘机小餐饮店、文武灿烂烟花爆竹销售点
等地检查，强调要严格落实巡查检查，落实好值班人员在
岗在位；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查改消除
各类安全隐患。

昨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喻新贵前往九龙山公
墓、苏溪镇巧溪防火哨等地检查，强调要严防火种入山入
林，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坚决防范重特大森林火灾和人员
伤亡；要强化企业红线意识，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确保
任何环节不出纰漏。

连日来，有关市领导也分赴各地，检查重点区域、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的安全生产工作。

市领导节前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为全市人民营造安全稳定的节日环境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本报讯 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
十五届二次全会、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金华市委八届三次全会和市委
十五届三次全会精神等，研究人大系
统贯彻落实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丁
政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领
导董利明、颜新香、胡爱芬、虞秀军、斯
基根，以及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朱竣
文参加。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人大要深刻
领会核心要义，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上级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在高
水平高质量建设世界小商品之都、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义乌篇章中扛起
人大责任担当，推动我市人大工作再
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要提升人大监督质效，
坚决推动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突
出监督重点，做好“准”字文章，紧扣

“市场建设”“内陆开放”“产业升级”
“城市发展”“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等
关键，全力参与、服务和监督推动。凸
显监督主线，做好“活”字文章，坚持系
统观念和系统方法，打好监督组合拳。
坚持量化闭环，做好“实”字文章，探索
建立“调研、审议、整改、反馈”闭环监督
模式，不断增强监督实效。要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全力凝聚加快发展的磅礴
力量。按照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
地的要求，擦亮基层立法联系点“金字
招牌”，纵深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
单元建设，不断扩大代表、群众有序参
与。要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以高水平法
治保障护航高质量发展。加强法律实施
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助力基层社
会治理。要对标一流工作标准，加快推
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批人大
工作特色“品牌”。按照市委《决定》部署
要求，狠抓“四个机关”建设，拉高标杆，
守正创新，依法履职，为助推中心工作
凝心聚力、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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