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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慈溪市委主管主办

1 9 3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后，13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
新，凝心聚力、埋头苦干，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这次大会选举我继续担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对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
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人民的信任，是我前进的最大

动力，也是我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
的职责，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以人民利益为准绳，恪尽职
守，竭诚奉献，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
托。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
任大会执行主席，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他们是：赵乐
际、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
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刘奇。

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77人，出席 2947人，缺席 30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下转A3版①）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通过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出席会议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3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发

本报讯 昨天，宁波市委
常委、慈溪市委书记林坚率市
党政代表团赴衢州市常山县学
习考察，推动两地互促共进、
合作共赢。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
市领导叶曙明、黄国华，常山
县领导李湘虹、陈岗参加活动。

在常山县，林坚先后来到
新昌乡郭塘村、达塘村，听取
村庄发展情况，他对两村坚持
党建统领，通过农文旅深度融
合打造未来乡村，嫁接山海协
作资源走出乡村振兴共富路的
扎实举措表示赞赏。在大和热

磁产业园和柚香谷，林坚走车
间、看产品、听介绍，了解企
业发展历程，对企业的创新力
度、发展速度以及高质量成果
产出表示赞叹；在常山技工学
校，林坚在参观学校实验实训
场所后，勉励学校不断提升学
校管理水平和教学质量，打造
山海协作职业教育样本。考察
结束后，林坚还亲切看望慰问
慈溪在常山挂职的干部人才。

在随后召开的常山-慈溪
山海协作联席会议上，林坚、
潘晓辉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和推进山海协作发展
有关情况。

林坚对常山县近些年发展

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常山县
给予慈溪挂职干部人才的关心
爱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
常山和慈溪自 2012年结亲以
来，两地从最初的资源要素互
补，到人才、科技、文化、教
育、卫生、招商、农业等全方
位、多层面的协作，合作领域
不断拓展、合作深度不断推
进，取得了扎扎实实的合作成
效。特别是近两年来，双方在
产业平台、项目合作等方面更
是提速提效、加快推进。今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浙江实施
推进“八八战略”20周年。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需要双方进一步凝聚集体智
慧，加强务实合作，创新性地
开展各项结对和协作工作，希
望两地依托原有好的基础，进
一步完善协作工作新格局，增
强互惠互利新动能，绘好共富
共享新图景，打造慈溪-常山
山海协作升级版，推动慈溪-
常山山海协作取得更大成效。

潘晓辉代表县四套班子对
慈溪市党政代表团来常考察表
示热烈欢迎，向慈溪一直以来
对常山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他说，常慈一家亲，自建立
山海协作关系以来，常山在项目
建设、产业发展、民生优享、改
革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双方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合作的成
效越来越显著。当前，常山正锚
定“加快建设‘浙西第一门户’”
战略目标，聚力共同富裕、加快
跨越赶超，持续深化“八大行
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常山篇章。希望两地以此次协议
签署为契机，在深化产业协作、
推进乡村振兴、加强民生合作、
促进干部交流上布新局、开新
篇、谋新绩，实现共建共进、互
利互赢，推动新时代山海协作升
级版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会上，慈溪市与常山县签订
了慈溪-常山年度山海协作协
议。现场还举行了年度援建帮扶
资金捐赠仪式。

林坚率慈溪市党政代表团
赴常山县学习考察

“小红船”先锋 e站互联
网党建品牌入选全国网络社会
组织党建工作典型案例，“e
清朗”网络综合治理数智应
用获评省数字文化系统第三
批优秀应用，率先就人脸个人
信息保护进行公益听证、行政
执法……

一次次创新、一项项荣
誉，我市依法治网体系建设不
断迈上新台阶，网络生态持续
向好。

整体智治，推动形成
依法治网“一盘棋”

制订出台《慈溪市加快构
建依法治网工作体系实施方
案》，实施《慈溪市自媒体信
息服务管理实施办法》，推出
网络道德空间正能量指数榜、
部门联席会议……一项项工作
措施日渐完善，持续深化依法
治网工作格局。

整合资源，凝聚合力。我
市建成宁波各县（市、区）面
积最大、功能最丰富的互联网

应急指挥中心，建成一体化网
信执法中心，夯实基层基础，
提升治网能力。成立N家联合
执法办案点，将网警、市场监
管、文广旅体、综合执法等执
法人员统一纳入——“1+N”
联合执法办案点，形成了一支
涵盖面广、专业性强的互联网
联合执法队伍。

数字赋能，助力发展。“e
清朗”网络综合治理数智应
用，横向多跨市级部门、纵向
贯通镇街以及村社，合力解决
网上执法监管难题；“民 e
通”网络民生服务平台 2.0上

线运营，回应民生诉求 4900
余件……数字化改革，让互联
网整体智治插上翅膀。

刚柔并济，持续释放
依法治网“大动能”

不断优化“分业分层监
管、联合联动执法”机制建
设，创新“四步辟谣法”……
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有效打
击了涉网违法违规行为，构筑
起清朗安靖的网络环境。

去年，我市成为全省互联
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受理处

置一体化机制试点地，相关部门
不断拓宽网络执法线索渠道，围
绕网络谣言、网络直播、养老诈
骗等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如
针对网络直播乱象，多部门联动
推进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为专项
治理，累计排摸全市网络直播营
销单位246家，主体责任承诺书
签订率 100%，促进网络直播营
销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去年，全市开展“清朗”
“净网”等专项行动20余项，开
展网络辟谣打谣 16起，成功破
获20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下转A3版③）

柔性治网 刚性执法 整体智治

我市全力打造“依法治网”县域样本

■全媒体记者 熊洲

■全媒体记者 马安娜
通讯员 孙云东

补创新短板，锻创造长板。我市导入
国内头部设计资源，与浙工大、洛可可、广
东工业设计协会分别全面合作，建设高水平
线下设计平台，从功能、结构、外观、体系
等全方位进行创新重塑，激荡“慈溪家电”
创新引领新动能。本次展会上，各种创新合
作项目签约活动将精彩纷呈。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风起云涌，数字经济势如破竹，慈溪家
电蓄势待发抢抓新风口。根据即将出台的
《慈溪智能家电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方案》，
我市将以“创新赋能、市场驱动、区域创
牌、平台运作”的总体思路，推动慈溪智
能家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通过五年努
力，打造协同组合、精准高效、优质可及
的能力输出，重塑创新致胜、赛道先行的
产业体系；慈溪智能家电区域品牌知晓度
较大幅度上升，行业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在极为重要的
2022年，我市创技创新业绩不凡，顺利
通过国家首批创新型县（市）验收，成为
宁波唯一入选县 （市、区）；在省统计
局、省科技厅联合下发的县（市、区）科
技进步统计监测评价报告中，我市“创新
指数”为 187.3，较上年进步 23.8，排名
居宁波首位，位列全省第一方阵。站在高
质量发展新起点上，制订出台《建设更高
水平创新型县 （市） 五年行动计划
（2022-2026年）》，（下转A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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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何渭林 徐少尉


