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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北风4～5级，今天最高气温17℃～18℃，明晨最低气温10℃～11℃。

■记者施丹丹

本报讯 昨日下午，我区召开区委政协
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佟桂莉在
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人民政
协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决扛起新时代赋予
人民政协的历史使命，不断加强和改进党
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奋力推进我区人民政
协事业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为推进萧山实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敏主持。区领导裘
超、洪松法、赵立明、叶建宏、李忠誉、蒋金
娥、赵文虎、顾春晓、金孝平、俞志仁、顾大
飞、姜国法、黄晓燕、施利君等参加。

佟桂莉充分肯定了我区人民政协工作取
得的成绩。她指出，区政协始终与萧山经济

社会发展同心同向、同频共振、同舟共济，推
动着萧山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推动
着“八八战略”在萧山不断实现新的深化。全
区各级政协组织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牢
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
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在服务大
局上奋发有为，在履行职能上主动作为，在民
主监督上积极有为，在自身建设上创新有为，
在我区全力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
国际城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佟桂莉强调，要切实提高站位，从全局、
战略、长远的高度，深刻认识到做好新时代
政协工作不仅是制度安排更是工作需要，不
仅是职责所在更是民心所盼，不仅是历史传
承更是时代呼唤，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政
协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有利因素，为实现

萧山赶超发展、跨越发展汇聚起磅礴力量。
要坚决扛起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协商民主、
助推改革发展、扩大团结统战四大历史使
命，各级各部门要一如既往地支持政协履行
职能，为政协开展工作提供更加优越的条
件，创造更好的氛围。区政协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更好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为推
动萧山改革发展竭智尽力。要不断加强和改
进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坚持把政协工作纳入
党委工作全局，切实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
积极创造条件保障政协履职，不断提升政协组
织规范化水平，着力打造能力过硬铁军队伍，
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洪松法指出，区政
协要认真学习贯彻区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区委部署要求上
来。 （下转第2版）

解放思想大讨论，关键是要落实到具
体行动中，落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

佟桂莉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
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领导干部要带头，区四套班子领导
要率先垂范，带头参与学习讨论；各级各
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开展大讨论活
动，以虚促实、以实促干，在解放思想中
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做到大讨论活动与
年底各项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各级领导

干部要在解放思想上带好头、作模范，寻
找在思想解放上的差距短板，真正当好
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和领导者。要全员参
与，各级各部门要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以党员
干部为重点，把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深
入到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之中，通过思想
解放进一步激发全区创业的激情和干
劲。要正向激励，确立向新、向上、向前
的价值导向，使解放思想大讨论的过程

真正成为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增强信心
的过程。要营造氛围，多层次、多角度、
全方位报道大讨论活动的进展情况，全
面展示大讨论活动中的新观念、新举措、
新成效，努力营造全区上下“人人思变、
人人思进、人人思干”的浓厚氛围。

会议还特邀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作
《水大鱼大与正在发生的突变》主题演讲。
吴晓波在演讲中深入浅出地解读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创业实践中的新变

化，阐述了未来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新趋势，
为与会人员奉上了一场引领认知变革、打
破思维壁垒的财经盛宴。

（相关报道详见第2版）

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暨解放思想大讨论动员会召开

思想大解放 萧山再出发

昨日上午，区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专题学习会
暨解放思想大讨论
动员会召开。市委
常委、区委书记佟
桂莉在会上强调，
要通过解放思想大
讨论在全区掀起一
场“思想大洗礼”，
深入查找思想观
念、体制机制等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树立全新理念、
观念和思维方法，
推进改革再深入、
实践再创新、工作
再落实，动员全区
广大干部群众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提升理念，弘
扬新时代“奔竞不
息、勇立潮头”的萧
山精神，努力实现
赶超发展、跨越发
展。

王敏、裘超、
洪松法、赵立明等
区四套班子领导参
加。

为什么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顺应新形势新要求 破除制约发展瓶颈

当前的萧山，为什么要开展解放
思想大讨论？佟桂莉说，解放思想是
摆在萧山党员干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而
紧迫的问题。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是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题中之意，是贯彻落实省委“大
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推进市委

“六大行动”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区委
十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特别是“32字”要
求、顺应新形势新发展新要求、破除制
约萧山发展瓶颈的内在需要。

佟桂莉指出，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
萧山今天走在前列的大好局面。萧山就
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
蝶变、实现腾飞。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八八战略”实施15周年，我们又站在
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重要历史关口。我
们要问一问自己，践行新时代“新思想”，
特别是在把握新发展理念上，我们的思想
够不够解放？落实新时代“新要求”，特别
是在坚决破除思想禁锢和传统做法上，我
们的思想够不够解放？顺应新时代“新形

势”，特别是在放眼全省乃至全国全球的
大格局中来审视谋划萧山发展上，我们的
思想够不够解放？担当新时代“新使命”，
特别是在突破发展旧思维打好创新主动
仗上，我们的思想够不够解放？

佟桂莉强调，解放思想是正确行动
的先导，是推动一切工作的“总阀门”。
现阶段萧山的发展面临着经济指标下
行的压力、持续发展的压力、新旧动能
转换的压力等，表面上看是碰到了“成
长的烦恼”，而深层次原因是一些干部

在思想观念、工作理念、方法措施上跟
不上时代的要求：有的居功自傲，自我
感觉良好；有的因循守旧，惯性思维严
重；有的固步自封，开放意识缺乏；有的
担当不足，遇到矛盾绕着走；有的不思
进取，艰苦奋斗不够。必须通过深入开
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推动事业大发
展，这是摆在全区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个
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萧山的过去是在
解放思想中不断奋进的，萧山的未来也
必须在解放思想中砥砺前行。

解放思想大讨论具体怎么抓
紧密结合工作 主动创新求变

就如何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佟桂莉
强调，解放思想要紧密结合工作、主动创
新求变。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解放思想。
要抓好平台经济，大抓平台、抓大平台，全
面落实“1+4+X”总体布局，深入谋划和推
进以“4286”为重点的产业载体，科学制订
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在产业平台建设上尽
快有新突破；要发展数字经济，在思想观
念、认知理念、发展模式上紧紧跟上数字经
济的步伐，在发展数字经济上狠下决心，在
推进“三化融合”上奋力赶超，构筑起萧山

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优势；要打造创新生态
最优区，推进创新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
大环境建设，加大高层次人才招引力度，努
力打造各要素综合集成、产业链各环节紧
密协同的最优创业创新生态圈。

在促进城市高品质发展上解放思
想。要以迎亚运为契机，加快“12588”交
通大会战以及其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
设，启动全域环境整治提升，打好生态环
境保护六场硬仗，统筹推进治违拆违、五
水共治、垃圾分类、厕所革命、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美丽乡村等重点工作，全面提

升萧山的城市品质和城市能级，让萧然大
地真正成为一座美丽的大花园。

在改善民生事业上解放思想。要始终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问政
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老百姓关
心什么、期盼什么，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千方百计促进优质资源均衡共享，全面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群众上学难、看
病难、出行难等问题。

在推动改革攻坚上解放思想。要持
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推进政务
服务数字化转型，营造更优发展环境；全

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着力减轻企业税费
负担、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高政府
部门履职水平；扩大开放，以更加开放的
思维、开放的胸襟、开放的气魄抓产业、抓
项目、抓发展；强化社会治理，夯实基层社
会治理基础，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全面提
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在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上解放
思想。要组织开展好“三好双一流”活动，
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以更多更有效的
举措，激发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

如何将解放思想大讨论落到实处
干部带头 全员参与 正向激励 营造氛围

■记者钱嫣实习生徐升

本报讯 建设“美好教育”，实现基础教
育的优质均衡，是助推城市建设的重要一
环。昨日，2018中国杭州名师名校长论坛
暨崇文教育集团成立仪式在崇文世纪城实
验学校举行。市区领导陈红英、王敏、董华
恩、杨晓峰、黄晓燕等出席。

教育事业事关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杭

州市副市长陈红英在致辞中表示，杭城名校
崇文实验学校，率先响应市委、市政府“拥江
发展”的行动号召，跨过钱塘江，实现了拥江
集团化办学，让更多百姓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希望崇文按照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
辜负党委政府的希望，一如既往坚持新发展
教育理念，培育具有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打造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杭州样板。

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敏代表萧山区委、
区政府对崇文教育集团成立表示祝贺。他
说，当前的萧山拥有“后峰会、前亚运”的历
史机遇和浙江“大湾区”建设、杭州“拥江发
展”的战略机遇，城市品质、产业体系、民生
保障、生态环境四位一体、同向发力，正加快
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区。一直以来，区委、区
政府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不断夯实办学基础、 （下转第2版）

佟桂莉在区委政协工作会议上强调

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更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萧山赶超发展跨越发展汇聚起磅礴力量

崇文教育集团成立 萧山教育再添“拥江发展”红利

（记者孟再励 施丹丹） 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
萧山再出发萧山再出发

导读

领航产城融合 新征程上镌刻“衙前追求”
详见第3版

改革开放的征程已经进入 40
周年。今年，我们以空前的规格纪念
这一影响人类历史伟大的事业，是为
了铭记，更是为了传承。改革开放留
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不断解放
思想，才能不断砥砺前行。作为得益
于改革开放而率先发展起来的萧山，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八八战略”实施
15周年的关键时间点，开展全区解放
思想大讨论，令我们警醒，令所有人深
省。

一部萧山改革开放发展史，某种
意义上就是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萧
山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重大跨越，都首
先得益于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解放，
就没有萧山今天走在前列的大好局
面。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我们跳出旧
思维的窠臼，打破旧格局的禁锢，凝聚
起“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
全区上下抓紧实干、不舍昼夜，成就了
萧山走在最前列的地位，成就了萧山如
今的事业与美誉，解放思想也成就了萧
山一步步完成蝶变、实现腾飞。

时至今日，解放思想仍然是前进
中萧山强大的动力源泉。在全面深
化改革的攻坚期，萧山还要以排头兵
的担当和勇气，进一步解放思想。解

放思想，是贯彻落实省委“大学习大
调研大抓落实”活动，推进市委“六大
行动”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区委十五
届四次全会精神，顺应新形势新发展
新要求，破除制约萧山发展瓶颈的内
在需要。

现阶段，萧山面临指标下行的压
力，持续发展的压力，新旧动能转换的
压力等等，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一些干
部在思想观念、工作理念上跟不上时
代的要求。发现问题就要勇敢地直面
难题，破解难题，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意
义所在。继承改革精神，推动改革全
面深化，就要拿出比40年前更长远的
目光、更宽广的胸襟、更全局的视野，
要树立全新理念、观念、思维、方法，推
动改革再深入、实践再创新、工作再抓
实，动员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提升理念。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
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
革大突破。萧山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是新征程上实现新作为的发令枪。我
们要严格按照区委的各项部署和要求，
推动思想大解放，为萧山勇当“八八战
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排头兵奠定
坚实思想基础，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解放思想向前看 新征程上新作为
——萧山“解放思想大讨论”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