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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O N G K A N G D A I L Y

掌上永康 客户端

本报讯（融媒首席记者 陈晓

苏） 根据金华市委统一部署，11

月 23 日上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金华市委宣讲团来永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金华市委宣讲

团成员、金华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曹一勤作宣讲报告；市委书记章

旭升主持报告会，陈美蓉、胡积合、

陈建勋等市各套班子领导参加。

报告会上，曹一勤以“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题，从“一个鲜明主题、一

个重大意义、一个最大成果、一个

创新理论、一个前所未有、一个实

现路径、一体部署推进、一个美好

向往、一个关键所在、一个伟大号

召”等关键词入手，对党的二十大

精 神 进 行 了 全 面 阐 释 和 深 度 解

读。她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

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

大会。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关键

在于把学习成果转化到具体工作

中、转化到推动发展上。前期，永

康认真扎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尤其是在落实上出了真

招。下步，要持续聚焦融会贯通，

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聚焦入脑入

心，在宣传宣讲上求实效；聚焦知

行合一，在贯彻落实上见真章，围

绕“六学六进六争先”学习实践活

动目标要求，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

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打造“世界

五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着力在

世界级五金产业集群建设上奋勇

争先，在建设内陆开放枢纽中心城

市大局上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

化的宏大场景和奋进新时代、新征

程的广阔舞台上闯出永康新天地、

干出永康新业绩。

章旭升在主持讲话时指出，报

告结合永康实际，深入浅出、旁征

博引，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

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全市上下要以此次金华

市委宣讲团来永宣讲为契机，在前

一阶段学习宣传贯彻取得初步成

效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六学

六进六争先”学习实践活动，坚决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要提高“学”的质量，在真学深学、全面

系统上下功夫，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

际学，做到学深悟透、入脑入心、指导实践，以永

康的高质量发展，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真理伟力、思想伟力、实践伟力。

要浓厚“讲”的氛围，在通俗通达、生动阐释上下

功夫，整合全市各类宣讲资源，统筹各级宣讲队

伍，打造一支由市领导领衔、政治素质过硬、宣讲

能力突出的宣讲团队，深入开展“六讲”“六进”宣

讲行动，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要

强化“干”的决心，在学以致用、狠抓落实上下功

夫，主动开展变革性实践、赢得突破性进展，加快

建设世界级五金产业集群,奋力打赢四季度攻坚

收官战，持续绷紧除险保安之弦，推动各项工作

往前做、进度往前赶、位次往前提，全力以赴实现

年初既定目标。

当天，金华市委宣讲团一行还前往江南街道

园周村开展宣讲。

金华市委宣讲团来永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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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锦） 11

月 23 日 20 时，南苑区块城中村改

造 累 计 签 约 1073 户 ，签 约 率 达

93.88%。消息传来，签约现场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

这个数据为何如此让人欢欣鼓

舞？根据《永康市城中村改造实施

办法》规定，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

比例不得超过应当签订协议总数的

8%。《南苑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城

中村改造补偿安置方案》规定，被征

收人在签约第一阶段（第 1 天到第

30天），签约率达到92%，且村集体

配合完成集体土地征收工作的，按

每户 10000 元给予征迁奖；在签约

期满之日签约率达 100%，再增加

每户5000元的征迁奖。

93.88%的签约率，代表当前

南苑区块城中村改造工作已经取

得阶段性进展。这个数字背后，凝

聚了党员干部的心血，反映了群众

期盼改造的呼声，见证了城市蝶变

路上市民与品质永康的双向奔赴。

签约率还在不断更新。看着

签约进度表上一面面增加的小红

旗，下园朱经济合作社的社员徐达

琴十分感慨。

10 多天前，南苑区块旧城区改

造签约已经开始了，徐达琴一家非

常焦急：自家的房子因为证件不足

不能完成确权。如果要补齐手续，

至少需要 10 多个工作日。市融媒

体中心驻网格工作人员得知后，立

即与市财政局、市税务局等部门进

行对接，仅用 1 天就完成了原本需

要10多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手续，

跑出了城中村改造部门联动的“加

速度”。

徐达琴一家的事情，在该网格

总网格长应俊杰看来不值一提。

“我们每天都是晚上10点以后才下

班。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

我们工作的一大动力。”应俊杰告

诉记者，自从进驻网格后，网格所

有联系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加班加

点，确保事不过夜，“只有把工作做

扎实了，才能更好推进城市更新工

作。”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城市更

新工作中屡见不鲜。自南苑区块

城中村改造签约启动以来，涉及城

中村改造的各网格联系市领导、牵

头部门和联系单位工作人员下沉

一线、加班加点，本着以对人民负

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确保征迁工作阳光

透明、有效有序。

应红卫是西津股份经济合作

社的党支部书记、社长，他不仅尽

心竭力做好本社的拆迁工作，空闲

期还前往下园朱股份经济合作社

协助工作。冯又法是民丰经济合

作社的党员，面对自家店面一年 10

多万元的租金，拆迁启动时他毅然

决然地表态：“作为党员，我必须带

头签约。”

党员干部带头签约、“一把手”

扑在一线、干部群众同心同德⋯⋯

当下，“人人参与城市更新 人人支

持城市更新”的氛围越来越浓厚，

一个高水准、现代化的品质永康正

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盼款款而来。

干群同心加速推进 品质永康双向奔赴

23天，签约率达到93.88%
城市更新进行时C

日前，一次普通的搬家事件在

互联网上火了。在南苑区块城中

村改造过程中，华溪新村住户李玲

在搬家现场弹了一曲《月亮代表我

的心》，将优美的曲子送给搬家工

人，也送给即将迎来新生活的自

己。

短短不过 50 秒的视频，登上了

浙江新闻客户端、中国蓝客户端、

浙江日报抖音号及美丽浙江抖音

号等平台，获得了全国成千上万网

友点赞。“双向奔赴的温暖”“暖暖

的”“有爱”成了评论最多的字眼。

让人发自肺腑点赞评论的密

码是什么？我想是人类共通的情

感。城市更新，政府用诚心换来百

姓的真心，让百姓有了更多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近年来，南苑区块日渐衰老、

空心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漏水、

堵车、化粪池溢出、没有电梯⋯⋯

如何将这些点点滴滴的问题化为

市委、市政府改善人居环境、提升

城市能级的动力？3 月，我市成立

城市更新行动指挥部和城市更新

服务中心；5 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

进城市更新的行动方案》，将过去

城市更新工作中以村为主体、点状

改造的模式，转化为政府主导、连

片改造。计划到 2026 年底，实施城

市更新面积 10 平方公里以上，创建

城市风貌样板区 10 个以上，创建未

来社区20个以上。

未来的南苑是个名副其实的

大花园，处处遍布绿地。未来的南

苑是一个时尚的城中岛，原防洪渠

连通南溪与永康江。未来的南苑

还将是智能的未来社区，各种智能

配套设施应有尽有。

在整个征迁过程中，真正做到

了“ 一 碗 水 端 平 ，一 把 尺 子 量 到

底”。在这过程中，人人都是规则

的守护者，人人都是规则的受益

者。

尊重别人的劳动，是一种修

养。今天，站在签约率 93.88%的标

志性节点上，我们是不是也要回过

头来感谢为了他人的美好生活默

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23 个日日夜夜，是一场场上满

发条的加速跑。为了城市更新，他

们放弃了自己的小家——孩子的

作业来不及辅导，家里的老人无法

精心照料。他们细心解答政策，耐

心安抚征迁户的种种不安情绪。

城市更新必将带动城市精神

的更新。今天，让我们从尊重他人

的劳动开始，诚挚地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未来的永康一定会城市更

美、生活更好、精神更富有。

“征”得百姓心“迁”出品质城
融媒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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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全省首个社工站县级管理规范

高质量打造为民服务“幸福站”

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我市市场主体达15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