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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偶有小雨，夜里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6℃～7℃，明晨最低气温4℃～5℃。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1月7日全天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
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党组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自觉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推动各方面工
作取得新进展，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现良好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
切实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
中制，自觉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在全面
从严治党上发挥了表率作用。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中央书记处贯

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加强理论武装、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指导群团工作和群团改
革、推动党内法规制定实施、筹办重大活
动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充分发挥了职能
作用。

会议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面对当前复杂
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

组要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领会党中央对重大形势的科学判断和
对重大工作的决策部署，切实履职尽责，
凝聚和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精准发力做好各项工作。要按照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

行民主集中制，带头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防止和克服一切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里，中央书记处
要在加强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上作表率，勇于担当作为，提高议事
能力，围绕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工作安排抓好落实，完成好党中央交办
的各项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 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首席记者龚洁

本报讯 昨日下午，区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关于
2018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及
2019年区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形成情
况的报告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裘超，副
主任沃岳兴、李金达、董华恩、洪关良、董
祥富、高卫国出席会议，党组成员顾大飞，
副区长顾春晓，区监委、法院、检察院负责
人列席会议。会议由沃岳兴主持。

会议听取了顾春晓代表区政府所作
的《关于2018年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完
成情况及2019年区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
目形成情况的报告（草案）》，并以按电子
表决器的方式同意将报告提交区十六届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由人大代表票决
2019年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会议审议、通过了《杭州市萧山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案）》
和《杭州市萧山区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
作要点（草案）》，同意将工作报告提交区
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委托裘超主
任向大会报告工作。2019年，区人大常委
会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区
委十五届六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自觉
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深入践
行十个坚持，履职为民，全面助力萧山实

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为打造体现世界名
城风貌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发挥人大作用、
贡献人大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指导思想和各类建议名单，决定将名单提
交区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区第十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关于区人大代表变动情况的报告；有关
市十三届人大代表辞职、补选事项；有关人
事任免事项。书面审议了区人大法制内司
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区卫计
局落实整改区人大常委会对我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运行审议意见的报告。

会议还举行了新任人员向宪法宣誓
仪式。

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记者洪凯

本报讯 昨日，区政协十四届常委会举行
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于
2019年1月14日在萧山剧院开幕。区政协主
席洪松法，副主席俞志仁、顾大飞、姜国法、黄晓
燕、施利君，秘书长沈亦飞等出席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区政协十四届常委
会工作报告（讨论稿）、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讨论稿），确定了报告人；讨论通过了
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议程、日程（草案）
和其他有关事项；听取了区委组织部、区
委统战部关于区十四届政协有关人事事
项的情况说明。会上，常委们围绕两个报
告和新一年政协工作思路举措踊跃发言，
提出了很多中肯、务实、精准的意见建议。

会议回顾总结了区十四届政协2018年
工作，认为一年来，区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团结引领各参加单位和全体政协委
员紧扣新时代新要求，展现新作为新担当，把
牢方向、围绕中心、服务民生、助推发展，为萧
山赶超发展、跨越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指出，全区政协系统要牢牢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鲜明提出的“推动人民
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
用”的政协工作新方位新使命，紧扣新中
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重大历史节点，
围绕打好“一二八”组合拳，充分发挥政协
的优势作用，以开好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
议的实际行动，推动萧山人民政协事业谋

求新作为、实现新发展，与党委政府一起
同心共筑萧山更加美好的未来。

会议强调，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是全
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区政协常委
会要切实担负起组织领导责任，带头把加强
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一切履职
工作的中心环节，引导全体委员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要带头履行好大会期间的各项职责任
务，积极引导广大委员撰写出高质量的提
案，认真组织参加好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和
联组讨论，严肃行使好民主权利，确保大会
圆满成功。要带头正风肃纪，进一步强化纪
律观念和规矩意识，保持良好的会风会纪，
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当好全体委员的排
头兵，维护自身形象和政协声誉。

区政协十四届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定 区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1月14日召开

■记者靳林杰通讯员俞立瞿波

本报讯 日前，我区根据“先建
档、后帮扶、实名制”的原则，在全区
集中开展了一次困难职工摸底调查
工作，显示我区建档困难职工由去年
747户下降到344户，403户成功实
现脱困解困。

此次摸底调查，区总工会从基本
家庭状况、致困原因、收入水平等方
面，全方位、科学性地定位困难程度，
并联合民政部门对困难职工家庭经
济状况进行核对，进一步全面、真实、
及时地掌握困难职工家庭的生活状
况。据悉，这些建档困难职工大多因
患病、子女就学、单亲、残疾或因遭受
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导
致生活困难。

建档困难职工数量的减少，离
不开各级工会对职工的常态化帮
扶。目前，我区已形成“春送岗位、
夏送清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的
常态化帮扶模式，既解决他们的生
活困难，也帮助他们脱困。2018年，
区总工会通过春送岗位助就业，联

合区人社局等部门举办大型人力资
源招聘会，为困难职工提供就业岗
位；夏送清凉抗高温，慰问奋战在高
温下的一线职工6.3万人，向困难职
工发放清凉费52.29万元；秋送助学
帮入学，为就读高中、大学的困难家
庭子女发放助学金 56.1 万元，惠及
214人；冬送温暖助解困，慰问困难
职工 1670 人次，发放各项慰问金
511.82 万元，唱响了关爱困难职工
的“四季”帮扶之歌。

此外，区总工会还在“精准帮扶、
精准救助”上下功夫，将帮扶工作从普
惠向专项延伸，向弱势、特定群体提供
特色定向服务。对因病致贫的职工家
庭，职工本人及家庭成员住院期间产
生的医疗费用（经社保报销后的自费、
自理、自负综合，且高于2500元）可获
得 20％补助，最高补助可达 10000
元。对特殊疾病包括（肝癌、肺癌、移
植排异）、尿毒症患者、高昂医疗费负
担家庭定向开展专项救助活动，2018
年发放专项救助金25.09万元，惠及
职工75人次。同时，为进一步提高对
困难职工的管理水平，区总工会还建
立完善了“联系人”制度，保证每个镇
街至少配备5名联系人，承担困难职
工的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第一帮
助人任务，实现建档困难职工结对帮
扶全覆盖。

扶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403户困难职工家庭去年顺利脱困

今日视点

春节来临，区总工会、区邮
政分公司联合开展2019年春节
为外来务工人员免费邮寄快递
包裹活动，通过各级工会发放
4000份免费快递关爱卡，让他
们轻松返乡。图为在城厢街道
务工的李大姐（左一）在火车南
站邮政网点办理免费邮寄业务。

首席记者范方斌
通讯员瞿波肖丰摄

让回家的路
轻松些

■记者王俞楠

本报讯 新时代的“红马甲”们穿
梭于萧山的大街小巷，展现着萧山的
城市风采。这抹流动在城市的“公益
红”，由85后90后的青年担当着主力
军。据统计，由团区委牵头领导的
100 多支志愿者服务队，去年开展
1500多场志愿服务活动，相当于每
天近4场。

“阿姨，您要处理厨余垃圾，请
放在这个垃圾箱”“大爷，废旧电池
可 不 能 扔 在‘ 可 回 收 ’垃 圾 箱
里”……近日，在北干街道某小区，
一支“红马甲”正在帮助和指导小区
居民们正确进行垃圾分类。而规范
垃圾分类处置，正是我区2018年十
大民生实事之一，区志愿者工作指
导中心为此专门组成了垃圾分类志
愿者宣讲团，70余名讲师“加盟”，他
们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
进企业、进商场、进宾馆（酒店）、进
窗口，开展垃圾分类宣讲。

除了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
外，为助力社会治理，助推萧山城市发
展，他们还开展了平安建设志愿服务
行动、五水共治志愿服务行动等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展现着萧山“红马甲”
的风采。像平安建设志愿服务行动，
志愿者们除了进行日常平安巡防，还
组建平安督查志愿者队伍，共走访督
查1280个点，实现了志愿督查全覆
盖。平安知识进万家志愿宣讲集中月
行动，志愿者们开展80余场宣讲活
动，惠及群众18900余人。防走失公
益行动更是在志愿者们的协助下，发
放智能定位器650套，覆盖全区14个
镇街。

“2108 年我们围绕萧山发展的
重点热点，开展了 1500 多场志愿
服务活动，形成了常态化的志愿服
务形式。”团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能够通过志愿服务为社会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广大的志愿
者们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的
主要原因。

我区志愿服务晒出年度“成绩单”

全年1500场 每日近4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