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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日报记者王国
锋 翁浩浩 金春华） 6月12日上
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车俊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
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坚定
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
走下去 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的报
告。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是浙江处在大有可为战略
机遇期、干事创业发展黄金期、不

进则退转型关键期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大会的主题是：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
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浙江篇章。

入夏的杭州，万物竞秀，生机
勃勃。省人民大会堂主席台正中悬
挂的党徽熠熠生辉，两侧排开的红
旗鲜艳似火。

本 次 代 表 大 会 应 到 代 表 734

人。大会实到 723人，因事因病请
假 11 人，符合规定人数。来自我
省各地、各条战线的代表们肩负全
省 380余万名党员的重托，以饱满
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同心
协力绘宏图，继往开来谋发展。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
团常务委员会成员有：车俊、袁家
军、乔传秀、唐一军、葛慧君、王
新海、赵一德、刘建超、任振鹤、
陈金彪、徐加爱、冯飞、王辉忠。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
席团其他成员，代表中的省军级领

导干部，省级老同志，驻浙部队正
军级以上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列席人员中的省级领导干部，省级
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
党派代表人士。

大会由袁家军同志主持。
上午 9时许，全场起立，奏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大会正式
开幕。

在热烈的掌声中，车俊同志作
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过
去五年的工作；二、今后五年的奋
斗目标；三、今后五年的主要任

务；四、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车俊在报告中说，省第十三次
党代会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以

“八八战略”为总纲，围绕干好
“一三五”实现“四翻番”，全力打
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统筹抓好
法治浙江、文化强省、平安浙江、
美丽浙江和党的建设，下大气力补
齐“六块短板”，扎实推进“两
富”“两美”浙江建设，各方面工

作取得重大成就。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加快，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城乡区域
发展更加协调，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有
序推进，文化建设成果丰硕，民生福
祉全面增进，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
著。过去的五年，是我省高水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取得重大进展的五年。
五年来的一切成绩，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在历届省委打下的坚实工作基础上接
续奋斗的结果，是全省共产党员和广
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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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篇章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隆重开幕
车俊代表中共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作报告 袁家军主持 乔传秀唐一军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项一嵚 奉化记
者站黄成峰 严世君） 长约 3公里
的金溪，串起了奉化区西坞街道的
5个小村。再过几天，总投资近千
万元的金溪漂流项目将试运营。与
沿线的农庄、游步道、露营基地等
景点抱团发展，这里的乡村旅游正
从“小打小闹”迈向“大展拳脚”。

奉化区于去年 10 月被国家旅
游局确定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从“景点旅游”向

“全域旅游”跃升，传统的旅游业
有了更多新出路。近期，区旅游投
资发展公司和一期规模 5000 万元
的旅游产业发展基金将正式成立，
磁吸社会资本共绘“全域旅游”新
蓝图。

名山高耸，水脉丰美，海湾壮
阔，打开 《奉化全域旅游手绘地
图》，“醉美奉化”迎面走来。在溪
口镇、奉化城区和滨海风景区“金
三角”的基础上，全区旅游资源加

快连点成线，发挥乘数效应。“桃
花盛开风景线”串联 16 村，结合
沿途林家天下第一桃园、牌亭芋
园、云溪雷笋基地等景点，将好山
好水与乡风土产有机融合。“四季
花香风景线”依托城郊 12 村，建
设“都市农趣、花木观赏、富硒养
生”三大功能分区，一年四季不留
白的“花事”成为村民致富的乐
事。囊括黄贤森林公园、翡翠湾、
横江湿地等南部滨海景致的“海韵

渔歌风景线”也在加快建设，预计
今年10月完工。

“旅游+”产业风生水起，与农
业、工业、体育、文化等业态跨界融
合。雪窦山景区依托佛教文化体验、
休闲养生、特色素食等产品拉长旅
游产业链。溪口镇拥抱影视文化产
业，打造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建设民
国文化小镇。各地乡村旅游你追我
赶，西坞水乡风情小镇、尚田七彩运
动小镇、大堰民宿风情小镇渐入佳
境。去年全区实现乡村旅游综合收
入12.24亿元，同比增长36.8%。

建设中的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和
全域旅游大数据中心将带来更贴心
的“O2O服务”。借助城市品牌策
划、旅游电商平台和分众互动体验
等新方式，全域旅游一年四季都有

“爆款”产品。

连点成线遍生创意 跨界融合催开百花

奉化全域旅游渐入佳境

党员群众踊跃收听收看
省党代会新闻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朱旭东） 中考即将在本周五拉开帷
幕。今年我市报名参加初中毕业生
学业考试的考生有 5.2 万余名，宁
波城区有 1.5 万多名学生将参加本
次 中 考 。 全 市 共 设 111 个 考 点 ，
1808 个考场，其中宁波城区共 25
个考点。

今年中考时间为6月16日、17
日两天。

5.2万学子
周五中考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黄合）
昨日下午，唐一军同志以普通代表
身份参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宁波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车俊同志向大会
所作的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站得高、看得
远、想得深、谋得新，鼓舞人心、
催人奋进，是一个指导浙江今后一
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纲
领性文件。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
会、全面贯彻落实，勇于担当、勇
立潮头，大力推进“六化协同”，
加快建设“名城名都”，在深入践
行“八八战略”新征程中挑大梁、
当先锋。

唐一军说，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是在浙江进入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
会议。报告科学判断浙江所处的历

史方位，准确把握浙江今后发展的
历史阶段，鲜明提出要坚定不移沿
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
去，高水平谱写“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浙江篇章。这一科学定
位，深刻回答了我们要树立一个什
么样的导向、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
标、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浙江的重大
问题。浙江这些年的发展之所以能
够取得重大成就，归根结底是靠

“八八战略”的指引。浙江未来发
展要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仍
然要靠“八八战略”的指引。省党
代 会 围 绕 坚 持 和 践 行 “ 八 八 战
略”，提出了“两个高水平”的宏
伟目标，明确了建设“六个浙江”
的具体要求，树立了“四个强省”
的工作导向，为浙江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标
定了发展方位、确定了发展方向、

谋定了发展方略。
唐一军强调，全市各级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秉持浙江精
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新要求，找准方位，明确责任，勇于
担当，努力在实现“两个高水平”的
宏伟目标、建设“六个浙江”的生动
实践中多作贡献。一要树立领先领
跑的雄心壮志，牢记中央和省委对
宁波的殷切期望，大力弘扬红船精
神、浙江精神，始终坚持创新实干导
向，坚决扛起为“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两个高水平”宏伟目标作贡
献的重大责任，努力展现服务大局
的新作为。二要扛起先行先试的重
大使命，勇当“一带一路”建设的先
行者、“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路者、科技
创新的开拓者，努力增创改革发展
的新优势。三要强化敢作敢为的责

任担当，扎实开展“大脚板走一线、
小分队破难题”抓落实专项行动，解
决一批问题、攻下一批项目、办成一
批大事，加快构筑对宁波发展具有
战略性、引领性、关键性作用的“四
梁八柱”，努力开创追赶跨越的新局
面。四要践行共建共享的执政理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
好富民路，打好生态牌，下好服务
棋，唱好文明曲，让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之惠、共沐文明之光，努力取得社
会发展、民生改善的新成效。五要焕
发奋发奋进的创业激情，只争朝夕
加快干，抓铁有痕踏实干，靶向定位
精准干，开拓创新科学干，努力塑造
真抓实干的新形象。六要保持从严
从紧的坚定态度，旗帜鲜明讲政治，
扑下身子强双基，强化导向建铁军，
驰而不息改作风，坚定不移反腐败，
努力开辟管党治党的新境界。

唐一军在参加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宁波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勇于担当 勇立潮头
在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新征程中挑大梁当先锋

昨日上午9时，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开幕，我市广大党员群众通过
报纸、广播、网络等途径踊跃收听收看省党代会新闻。

（许佳益 徐欣 摄）

右图：“学长加油，你们最
棒！”中考前夕，海曙外国语学校
小学部全体毕业生，一起为初三考
生加油。

（徐叶 顾勤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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