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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9月13日讯（记者 刘乐平）
今年第 12 号台风“梅花”来势汹汹，正逐
渐向我省沿海逼近。13日下午，省委书记
袁家军到省防指检查指导台风“梅花”防御
工作，对全省防汛防台工作进行部署。他
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仔细对照“八张风险清单”，在闭
环落实、执行力提升、风险管控确认上下功
夫，把“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理
念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转化为工作实
效，坚决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坚
决打赢防御台风“梅花”的人民战争。

在省防指，袁家军仔细观看台风路径

图和卫星云图，详细了解台风走向和水雨
情。随后，听取了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
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
厅、省建设厅负责人工作汇报，与大家一
起研判防汛防台形势，并通过远程会商系
统连线宁波市、嘉兴市等地主要负责人，
了解当地准备工作情况。

袁家军指出，台风“梅花”将是今年登
陆我省的第一个台风，风力较强、降雨量
大、叠加风暴潮，形势严峻复杂。我们要
清醒认识台风“梅花”可能带来的严重影
响，把防御台风“梅花”作为重中之重、大
战大考，用扎实的工作把台风“梅花”的风
险控制在最低。

袁家军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思想
上不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和松懈，坚决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强化
组织指挥，突出态势分析、风险点识别、闭
环落实，层层设防，形成合力，做到管控到
位、确认到位；强化预警预报监测，细化颗
粒度，加强对各方数据的归集分析，充分
发挥数字化防控平台和体系化工作机制
作用，不断提升整个防汛抗台体系的专业
化水平；做好风险闭环管控，层层放大“八
张风险清单”闭环管控机制，重点关注大
型企业安全生产、城市大风、流量调度、水
网预排等工作，做到风险管控到村、到户、
到人、到具体点位；全力做好人员转移，确

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留死角盲区；前
置力量抢险救灾，完善各方面应急预案，
做好电力保供、物资准备，科学配置各类
抢险救援力量，确保时刻保持信息通畅；
做好全民动员，科学准确及时发布防汛防
台信息，发挥好社区应急体系作用，众志
成城打好人民战争；加强值班值守，压实
条块责任，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
带班制度，严格按要求及时报告相关情
况；严格遵守纪律规矩，开展动态全面的
督导检查，坚决做到责任闭环。

各市及部分县（市、区）设分会场。刘捷、
彭佳学、陈奕君、徐文光、刘建伟、卢斌在
有关会场参加。

袁家军到省防指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

坚决打赢防御台风“梅花”的人民战争
本报杭州 9 月 13 日讯 （记者

余勤） 13 日上午，省政府与国家税
务总局举行《共同推进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合作协
议》视频签约仪式。省长王浩、国家
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致辞并见证视频
签约。

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
国家税务总局长期以来给予浙江省
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
予浙江的光荣使命和重大政治责
任，为浙江改革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重大机遇。这次签订省部合作协
议，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的实际行动。我们期待与国家
税务总局全面深化各领域合作，聚力
做大蛋糕，进一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聚力分好蛋糕，进一步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聚力以税资政，进一步优
化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机制；聚力改革
创新，进一步健全税收监管服务体
系。浙江将以此次签约合作为新起

点，主动沟通衔接、做好服务，推动
合作协议落实落细、落地见效，携手
开辟共同富裕先行新局面。

王军代表税务总局党委，对浙
江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税务
部门和税收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强调，推进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的一项重大部署，浙江省委、省政府
围绕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的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方案，坚持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在先行探索建设共同富
裕美好社会中贡献了浙江经验。税
务总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扛
起税收助力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
裕这一重要使命任务，更好发挥税
收职能作用，有力有效服务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光，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签署合
作协议书。

省政府与国家税务
总局签署合作协议
王浩王军致辞并见证视频签约

本 报 杭 州 9 月 13 日 讯 （记 者
拜喆喆 通讯员 蔡蓉隽 冯春鸣） 外贸
大省勇挑大梁。记者 13 日从杭州海关
获悉，今年1至8月，全省进出口总值达
3.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其中出
口 2.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6%；进口
8157.0 亿元，同比增长 11.7%，进出口、
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居全国第 3、第 2
和第 6 位。值得一提的是，1 至 8 月，我
省对全国进出口、出口增长贡献率为
19.7%和21.2%，均居全国首位。

传统市场贸易稳定增长，新兴市

场开拓有力。1 至 8 月，浙江对前三大
贸易市场欧盟、美国、东盟进出口分别
同比增长 21.0%、17.6%和 18.7%，分
别 占 全 省 进 出 口 总 值 的 16.5% 、
14.6%、13.3%。同期，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 1.1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3.7%，占 35.7%；对 RCEP 成员国
进出口 7632.2 亿元，同比增长 13.2%，
占 24.4%。

高新技术产品表现亮眼，出口占比
突破 10%。1 至 8 月，我省出口高新技
术产品 2328.5 亿元，同比增长 39.8%，

拉动全省出口增长 3.5 个百分点，占全
省出口总值的 10.1%。其中太阳能电
池出口达587.3亿元，增长1.6倍。

外贸主体活力强，自主品牌出口比
重提升。1 至 8 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
口 2.4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7%；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4639.7亿元，同比增长
8.3%，占 14.8%。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持续发力，出口同比增长 45.3%，高
出整体出口 23.7 个百分点。自主品牌
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34.6%，占整体出口
的16.1%，比重提升1.6个百分点。

我省前8月进出口增长贡献率居全国首位

本报杭州 9 月 13 日讯 （记者 金梁
王柯宇 朱承 来逸晨 见习记者 张琬琪）
强台风“梅花”直扑而来。13 日 21 时，今
年第12号台风“梅花”位于象山县东南方
向约 360 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最大风力
14 级（42 米/秒），以每小时 15 至 20 公里
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
逐渐向我省中北部沿海靠近。省气象台
专家预测，“梅花”最大可能于 14 日下午
至夜里在三门到舟山一带沿海登陆。

最高响应等级拉响！根据《浙江省防
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省防指决定于 13
日17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梅花”强度强、正面袭击我省，会带
来严重的风雨影响。省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周玲丽表示，“梅花”将与冷空气结合，
导致降雨量增多，尤其我省东北部地区强
降雨与“轩岚诺”带来的强降雨重叠，宁
波、舟山、绍兴、嘉兴、台州北部、金华东
部、杭州东部等地需要特别注意。

“这次是风、雨、潮三碰头。”省应急管
理厅指挥中心副主任童华斌说，当前正逢
天文大潮期，“梅花”带来的大风浪、风暴
潮更为严重，一些低标海塘的防潮压力会
很大。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已经发布风
暴潮橙色警报、海浪红色警报，嘉兴、舟
山、宁波、台州、温州沿岸将出现不同程度
的风暴增水及海浪影响。

强降雨导致发生山洪、泥石流、城乡
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据预测，

“梅花”对我省地质灾害严重影响时段为
14 日至 15 日；重点地区是浙东北丘陵山
区，主要影响四明山区域（余姚、奉化、上
虞、嵊州）、天台山区域（新昌、天台、宁
海）、舟山群岛（定海、普陀）、天目山区（临

安、安吉）等地。此外，13 日至 15 日，海
曙、奉化、余姚、象山、宁海、柯桥、上虞、新
昌、诸暨、嵊州、余杭、临安、安吉等 13 个
县（市、区）为红色预警，发生山洪灾害可
能性很大，涉及1880个村落。

海域安全，不容有失。记者从省农业
农村厅了解到，截至 13 日 12 时，我省允
许在海上作业的 11680 艘渔船均已抵达
避风港口，629 艘休闲渔船已全部停止营
业，3801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上岸。

针对港内停泊渔船存在脱缆、走锚及
碰撞等风险，省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有

关负责人表示，沿海各市渔业主管部门正
在组织渔船到避风等级高的渔港或者避
风条件好的湾区避风，指导渔船“连排”锚
泊，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水网预排，迫在眉睫。当前，平原河
网按“能排尽排”原则全力排水，大中型水
库预泄预排，腾出库容。截至13日17时，
各大平原累计排水量4.22亿立方米，大中
型水库累计预腾库容2.51亿立方米。

城市安全，不容小觑。省建设厅重点
围绕城市易涝区域、下穿立交、城市隧道、
地下车库、在建工地、城镇危房、农村危房

七大风险类型，提前做好排查整治。
应急救援，前置待命。截至13日17时，

全省消防救援、央企抢险、专业队伍、社会力量
等应急救援队伍当日出动队伍800支6829
人，开展防台巡查9554次、处置险情31处、
当日前置队伍311支9446人7550件装备。

迎战“梅花”，全省上下严阵以待。省
防指办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预案，迅
速行动，全力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受台
风影响严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
汛期，采取“五停”等应对措施，做好“五
断”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准备。

强台风“梅花”最大可能在三门到舟山一带沿海登陆

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Ⅰ级

本报衢州 9 月 13 日电 （记者 于山） 13 日，中共衢
州市委举行“‘浙’十年·衢州”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
以“牢记嘱托 追赶跨越 加快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为
主题，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衢州感恩奋进、实干争先，交
出了一份有厚度更有温度的靓丽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 8 次来衢州考察调
研，对衢州发展作出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的重
要指示，为衢州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衢州市委书记高屹介绍，十年来，衢州全市生产总值
从 2012 年的 964 亿元提升到 2021 年的 1876 亿元，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8.9%、10%，增幅始终
位居全省前三。

牢记“成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的殷殷嘱托，
衢州推动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坚持“工业强市、产业兴
市”不动摇，时代锂电、吉利“三电”等百亿级制造业项目
成功落地，六大标志性产业链形成集聚集群态势，规上工
业总产值从1331亿元提升到2494亿元。

牢记“打造四省边际中心城市”的殷殷嘱托，衢州推
动城市能级实现新提升。交通先导取得重大突破，全市
新建铁路 4 条、高速或国省道 3 条、钱塘江中上游航道恢
复通航、民航通航城市增加到 24 个。高位创成全国文明
城市，衢州在2021年度测评中位列114个地级市第一。

牢记“思想要有新解放，观念要有新转变”的殷殷嘱
托，衢州推动改革开放打开新局面。以数字化改革牵引撬
动各领域改革，“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取得重大共性
成果，基层智治系统和大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碳账户碳
金融”“智慧助残”入选全省“最佳应用”，全面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牵头组建衢黄南饶“联盟花园”。提炼形成

“崇贤有礼、开放自信、创新争先”新时代衢州人文精神中，
“开放自信”蕴含着“跳出衢州发展衢州”的深刻意义。

牢记“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殷殷嘱托，衢州推
动绿色发展开辟新境界。八夺五水共治“大禹鼎”、两夺“大禹鼎”金鼎。生态
环境公众满意度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全国首创碳账户体系，成为全国首
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牢记“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殷殷嘱托，衢州推动人民生活得到新
改善。“衢州有礼”诗画风光带串珠成链。荣获“世界长寿之都”称号。养老
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分别达 99.72%、99.97%，均列全省第一。平安市创建实
现“十六连冠”和全域“满堂红”，获评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牢记“抓好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殷殷嘱
托，衢州推动管党治党焕发新气象。建立健全以“七张问题清单”为牵引的
党建统领机制，打响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品牌，创新推行专班工作制，衢州
被中组部列为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全国八个典型之一。持续开展

“六治六提”作风建设，深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和“两专工程”，打响
“365监督在线”政治监督品牌，全省首创市县巡察一体化，全面从严治党成
效度连续3年位居全省前列。

踏上新征程，衢州锚定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战略定位，为奋力推进
“两个先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更多衢州力量。 （相关报道详见第六版）

﹃ ﹁
浙
﹂
十年

·衢州

﹄
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加快建设四省边际中心城市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践行“八八战略”投身“两个先行”

“2022年浙江省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公布

三个关键词看浙江民企之变
〉〉7版

9月13日早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庙子湖客运码头，游客有序上船转移。 拍友 刘宇翔 摄

■“数字浙江”建设持续推进。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中，

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浙江全国第1。中央党校发布的《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
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21）》中，省级政府一体化政务服务能

力，浙江全国第1。

■ 数字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和一批开创性成果，迭代形成“1612”体系构架，

开发建设143个重大应用，形成一批重大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

我们这十年·来自浙江基层的报告

改革探路改革探路，，看见奋进中国看见奋进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浙江，，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改完善改

革举措革举措，，加快取得更多实质性加快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突破性、、系统性成果系统性成果；；坚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两个毫不动摇”；”；推动民营经济新飞推动民营经济新飞
跃跃；；继续发挥探路者作用继续发挥探路者作用，，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

总书记嘱托总书记嘱托

■“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掌上治理之省”成就“掌上办”新风尚。“浙里办”

APP注册用户达8200万，日活用户达300万。“浙政钉”注册用户达180万，

日活率达82.4%，掌上协同办公成为新常态。

■ 391 项国家改革试点全面落地见效。健康码、浙医互认、标准地、特色小镇、河
长制、移动微法院等改革经验全国推广。

■ 全 省 域 营 商 环 境 水 平 持 续 保 持 在 全 国 第 一 方 阵 。 据 全 国 工 商 联 发 布 的
“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报告，浙江 2020 年、2021 年连获全国营商

环境得分第 1。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 2021》中，我省

各指标标杆数列全国第 1。

十年成就 （2012年至2021年）

（详见四~五版）

当前当前，，数字化改革正加快覆盖至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数字化改革正加快覆盖至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图为浙大邵逸夫医院智能药房内图为浙大邵逸夫医院智能药房内，，机械臂代替人工找药机械臂代替人工找药、、取药取药，，提高效率便利患者提高效率便利患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吕之遥吕之遥 孙潇娜孙潇娜 姚朱婧姚朱婧 摄摄

浙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